
荨荨（紧接1版①）对于自己而言，就是
要始终将改革进行到底， 让改革红利
更多更好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为党
的全面深化改革事业奉献自己的全部
光和热。

“她27年如一日，让无数聋哑的
孩子‘听到’生命的旋律，我为拥有这
样的同事感到骄傲、自豪。”衡阳市特
殊教育学校教师范美玲是报告团成员
刘玲琍的同事，也是刘玲琍的“粉丝”。
几年前， 范美玲从普通中学教师转为
特教老师， 正是在刘玲琍这一榜样的

号召下， 她从最初的犹疑到如今的无
悔。“来到这里， 目睹孩子成长的艰辛
和老师无悔的奉献， 更加懂得这份特
殊职业需要承载的使命。 我们会像刘
老师一样，在坚守中实现初心，用心用
情用爱培育好这些特别的孩子。”

“许艳红是所有法官的榜样，她办
理的不是一个案件， 办理的是当事人
的人生。”株洲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
庭庭长罗颖红对同行的钦佩溢于言
表。她说，作为一名党员,要将“对党忠
诚、甘于奉献”扎扎实实落到工作日常

当中, 始终把公平正义作为最重要的
职业良知,捍卫法律尊严和权威,守护
好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9位报告团成员的故事里没有
高大上的口号， 却更能直抵人心！”永
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县理论
宣讲团成员王焕达说， 作为一名理论
宣讲人员，将牢记初心使命，努力用群
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 把这些不忘
初心的感人故事分享出去， 让身边可
信可学的先进人物成为更多人学习的
榜样。

荨荨（上接1版②）
监测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14

个市州城市的PM2.5平均浓度为43毫
克/立方米，同比上升2.4%；PM10平均
浓度为60毫克 /立方米， 同比下降
11.8%； 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
345个省级及以上监测评价断面中，
Ⅰ～Ⅲ类水质断面329个， 占95.4%；
60个“水十条”国家考核评价断面总
体水质优良率为93.3%， 较上年同期
增加10%，未出现劣Ⅴ类水质断面，大

通湖退出劣Ⅴ类水体。
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地表水考

核断面水环境质量排名，我省的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永州市、常
德市4地进入全国前30名。全省29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监测
断面中，27个水源地水质达标。

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稳定并持续向好，
得益于我省全面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
察“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长江保护

修复和“2019年夏季攻势”，确保污染
防治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

今年的“夏季攻势”启动仅月余，不
少任务进展迅速。如长江经济带18个生
态环境问题整改已完成5个；100个黑
臭水体整治项目中，茶陵县护城河、韶
山市雷公坝等76个已开工建设；城市
建成区建筑施工工地扬尘防治， 已有
11个市州达到目标要求；579个自然
保护区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正在强
力推进。

第二学士学位本月起不再招生
据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记者27日获悉， 为规范学士

学位授权授予工作，健全学士学位管理制度，提高学士学位
授予质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
理办法》。办法规定，从本月起，我国学位授予单位不再招收
第二学士学位生，相关高校院所可设置辅修学士学位、双学
士学位、联合学士学位。

中国空军首次联合海军航空兵
参加国际军事比赛

据新华社俄罗斯梁赞7月27日电 中国空军11架、海军2
架军机25日全部抵达俄罗斯梁赞州嘉吉列沃机场， 首次联
合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19”“航空飞镖”项目比赛，成为中
国军队出国参赛的一大亮点。

据中国空军副参谋长董立介绍，中国空军将参加歼击机
组、轰炸机组、远程航空兵组和运输机组4个小组项目角逐。
其中，中国空军航空兵、海军航空兵同时参加的轰炸机组项目
比赛，是中国空、海军首次在国际军事比赛舞台上与其他国家
军队同台竞技。这次空、海军航空兵编队跨境转场，标志着中
国军队具备组织军种联合力量出国执行任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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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年的流血牺牲都值得”
———回访习近平总书记会见的老英雄张富清

虽然已经过去了大半天，94岁的张富清回忆起今天上午
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跟前，握着我的
手，说张老好。我心情特别地激动，就把我憋在心里的话一股
脑地说出来了。总书记和我说话的时间比较长，他非常亲切。”

26日上午，京西宾馆会议楼前厅，军功章光芒闪耀。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这里会见全国退
役军人工作会议全体代表。 作为全国退役军人的杰出代表，张
富清老人和其他四位老军人被特意安排在合影的第一排就座。

“感谢总书记，感谢党中央。我是党培养的，我要跟紧党
走， 做一名党的好战士。”94岁的张富清紧紧握着习近平总
书记的双手，激动地说道。“你都做到了。你是全党全国人民
的楷模！保重身体，健康长寿。”习近平总书记俯下身，双手
紧握住老人的手，深情地说。全场掌声雷动。

66年前，张富清曾在北京有过短暂停留。这是66年后，
老人第二次来北京。看着窗外的北京，老人动情地说：“看到
现在的北京这么繁华，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我们当年的
流血牺牲都值得！” （据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 � � � 新华社呼和浩特7月27日电 第七届
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27日在内蒙古开
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孙春兰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孙春兰指出，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
深刻阐释了荒漠化防治对人类永续发
展的重要意义，发出了加强防沙治沙国

际合作的倡议，为我们凝聚共识、深化
交流、建设和谐美丽的世界增添了信心
和动力。

孙春兰强调，经过长期不懈努力，中
国荒漠化治理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沙漠变绿洲”的奇迹，
提前实现了联合国提出的到2030年实

现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 中国将秉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制度，
强化防沙治沙的科技支撑， 调动全社会
力量参与防沙治沙， 促进生态保护与民
生改善良性循环，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

孙春兰指出，治理荒漠化，需要国际
社会携手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将切实履
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加强生态
文明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 促进防沙治
沙理念交流和经验分享， 推动科研联合
攻关和人员互访交流， 与各国一道推进
全球荒漠治理。

第七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开幕
孙春兰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联名致函联合国在涉疆问题上
支持中国的国家达到50个

新华社日内瓦7月27日电 记者从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
团获悉，截至当地时间26日晚，联名致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主席和人权高专对中国在涉疆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支持的国
家已增加到50个。还有一些国家的代表通过单独致函、发新
闻稿等方式呼应和支持中方主张。

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表示，这充分表明，国际社会对
新疆人权成就和反恐、去极端化成果自有公论，某些西方国
家以“人权”为名抹黑中国、向中国施压的图谋不会得逞。

下期奖池：3904840978.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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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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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 3 19201 2 3 2
排列 5 19201 2 3 2 0 4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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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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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 （通讯员 修
梦依 记者 王亮） 今天上午，“2019薪
火传承·中国健康跑”·江华站在永州市
江华瑶族自治县火车站广场火热开跑，
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余名选手参赛。

“薪火传承·中国健康跑”源于连
续举办了35届的韶山健身长跑赛，经
国家体育总局批准，2019年升级为国
家级赛事，以“传承红色基因·筑梦健
康中国” 为活动宗旨， 通过体育赛事
“联动” 各省市的红色革命根据地。赛
事还以“我爱你，中国！”为主题，推出

了2019“薪火传承·中国健康跑”摄影
大赛及亲子水彩画大赛、 现场设置红
色广场、“梦想健身房”等配套活动，将
体育与文化、健康、教育、旅游和公益
相结合，丰富了赛事内涵。

本次江华站起点为江华瑶族自治
县火车站广场，终点在涔天河国家湿地
公园， 设13公里经典跑、7公里健康跑
和4公里“传承跑”三个项目。经过烈日
下的激烈角逐，经典跑男子组冠军被姚
义遵获得、甘桂秋揽入经典跑女子组桂
冠， 健康跑男子组头名得主是郑建波，

健康跑女子组第一名是龙珍珍，陈红梅
家庭获得了“传承跑”的冠军。

“薪火传承·中国健康跑”系列赛事
接下来还将“跑”进省内的桑植站、平江
站以及省外的宁夏固原站、 山西长治
站、陕西延安站、四川萦经站、江西永新
站，全国总决赛于12月底在韶山举行。

本次江华站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
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湖南省体育局、湖
南省总工会、 永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永
州市文化旅游广电总局和江华瑶族自
治县人民政府承办。

“薪火传承·中国健康跑”江华站火热开跑

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2019年 7月 27日

第 2019201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894 1340 1197960

组选三 0 446 0
组选六 1484 223 330932

9 4 1

� � � � 7月27日，衡阳市卫健系统气排球比
赛在体育中心举行， 来自各县市区卫健
局和市直医疗单位的23支代表队、300
名运动员角逐赛场。 罗盟 摄

� � � �7月23日21时20分许， 贵州
水城县鸡场镇坪地村岔沟组发生
特大山体滑坡灾害，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批示要
求， 应急管理部与自然资源部组
成联合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协助
地方政府开展处置工作， 国家卫
生健康委调派国家紧急医学救援
队赶赴灾区开展医疗救治。 贵州
启动地质灾害I级应急响应，正在
上海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
贵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提前结
束行程，立即赶赴受灾现场。面对
突然来袭的特大山体滑坡， 一场
紧急救援旋即展开。

近千名救援人员连夜驰援
“没想到会发生滑坡，从家里跑出来

十几米，房子就垮了。”记者在六盘水市人
民医院见到了滑坡灾害中幸存的卯长顺，
他告诉记者，自己右边两根肋骨断了，头部
和手部也被砸伤。妻子伤到心脏和肺部，目
前正在重症监护室，万幸儿子伤势较轻。

经现场应急救援工作指挥部反复核
对，确认滑坡灾害区有户籍人口22户77人，
外来探亲好友及务工人员8人， 共计85人，
其中已取得联系的外出人员23人。截至7月
26日21时，滑坡已致26人死亡，仍有25人
失联，另有11名生还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灾情就是命令。特大山体滑坡发生后，
各级党委、政府迅速启动搜救被困人员等工
作。 财政部、 应急管理部紧急向贵州下拨
3000万元用于抢险救灾； 国家卫生健康委
调派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北京儿童医院赶
赴灾区开展医疗救治；贵州省在第一时间成
立山体滑坡应急救援工作指挥部，下设搜救
组、专家组、医疗保障组等，分头开展救援。

记者连夜赶到现场看到，消防、卫生
健康、 矿山救援等部门近千人正全力抢
险救援， 现场已投入大型挖掘机及装载
机20余台、各类抢险救援车辆百余辆，食
品、药品等救援物资也已到位。

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副参谋长吴孟
恒说，为提高搜救效率，救援人员通过无
人机航拍、三维建模等，对比历史卫星云
图、照片等，还原山体滑坡前的场景，根
据滑坡冲击方向、 力量估算被埋压者的
位置，对失联人员定位、定点施救。

武警六盘水支队于24日1时左右到达
现场。“当时山体滑坡形成两个大的堰塞
湖。战士们一到现场就开始挖掘、疏通堰
塞湖。” 武警六盘水支队机动中队副中队
长唐军说。 由于滑坡造成现场电力中断，
战士们就打着手电筒，用铁锹一锹一锹地
挖，有的战士手上打了血泡，仍在不停地
挖。到24日5时左右，两个堰塞湖被疏通。

快一点，救人的希望就会多一分
“这里有个小孩，快点来救。”23日23

时05分，暴雨中，第一个生还者被找到。
最先到达救援现场的贵州省消防救援总
队六盘水市消防救援支队发现对面的山
上有手电筒在闪烁，有人在呼救。

六盘水市消防救援支队人民中路中
队中队长黄永一个箭步冲过去，看到有两
名老乡背着一个小孩奔过来，黄永就连忙
上去扶住小孩。小孩头部受伤，怕颠簸，黄
永不停安慰他、鼓励他，“孩子，别怕！”

灾害发生后5分钟，30公里外的杨梅

乡卫生院值班医生张军接到了120指挥中
心的电话：“鸡场镇坪地村发生山体滑坡，
请立即前往支援。”放下电话，张军与护士
长肖钧芳快步跑上救护车，车子转过一个
又一个弯道，于22时左右到达灾害现场。

23时15分左右， 卯长顺一家三口被
救出。“我们对他们一家进行止血包扎
后，立即送往六盘水市人民医院。随后又
回到现场等候命令。”张军说，“从灾害发
生到现在，饿了就吃点盒饭或者方便面，
累了就睡在车上。”

“救命”“救命”“救命”……23日23时
许， 听到滑坡点左侧一处房屋垮塌处传
来的呼救声， 六盘水市消防救援中队队
员三步并作两步循着声音奔去。“老乡别
慌，我们来救你了。”队员李以中一边施
救一边安慰被困人员。24日3时， 手脚都
被泥石压伤的村民周小会被救出。

紧盯每一片区域，不放过
一丝一毫线索

26日15时许， 一架救援直升机降落
在六盘水首钢水钢总医院门口，8岁的伤
员周线胜被送上直升机。不到一个小时，
直升机顺利降落贵阳， 周线胜随即被送
到贵州省人民医院， 接受双下肢骨折修
复手术。两个小时过去，术后的周线胜被

转入儿童重症监护室接受进一步救治。
不仅周线胜，11名伤员送达医院后

均得到救治。伤情重的，经专家评估后送
往贵阳救治。

生命接力在持续， 爱的接力也在持
续。“如果参与救援的你们在救援期间就
餐不方便的话， 可以到鸡场镇政府岔路
口四通餐馆免费就餐。 餐馆是我父母开
的，可以放心就餐。”灾害发生后，这条消
息迅速在当地传播。在现场，几乎每天都
有村民自发为救援人员送水、送饭菜，有
些主动腾出自家房屋供救援人员休息。

记者在现场看到， 由于连续的强降
雨， 夹杂石块的泥水正顺着滑坡体往下
淌，滑坡体被新冲出了多条泥水沟，有再
次发生滑坡的风险。为确保安全，核心区
作业多次暂停。 疾控人员不断使用消毒
粉或消毒液对垃圾场、 排泄物以及救援
队和居民住所进行消毒。

六盘水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葛永
华介绍， 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体二次滑
坡、坍塌、泥石流、堰塞湖等次生灾害，不仅
会加大对失联者的定位难度、降低其生还
可能性，也会危及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

为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应急管理部、
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抽调40余名专家组成
了联合专家组实时对现场救援进行指
导，并在滑坡现场设立监测点，不间断监
测着山体的“动静”，一有危险立即提醒
现场搜救人员撤离。

当地还对周边环境不留死角、不留盲
区开展摸排， 对需要转移安置的群众，紧
急转移并妥善安置。记者在受灾群众临时
安置点看到，现场井然有序，所需生活用
品已备齐，医护人员正在为60岁以上的村
民体检，并对安置群众进行心理疏导。

“我们会坚决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尽
最大努力搜救被困人员。” 现场应急救援
工作指挥部负责人表示，还将全力做好善
后处置等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26日21时许，夜幕降临，总功率5.5
千瓦的移动照明灯塔照亮滑坡现场，十
多台挖掘机贴着滑坡山体不停作业。不
远处， 搜救人员紧盯着挖掘机挖出的每
一铲土，每一片挖过的区域，不放过一丝
一毫线索。 （据新华社贵阳7月27日电）

� � � � 7月24日，救援人员从山体滑坡
现场运出遇难者遗体。 新华社发

有一丝希望，就尽百倍努力
———贵州水城“7·23”特大山体滑坡72小时救援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