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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这是中国人共同的记忆，一个共
同的纪念！ ”

“历史和真相不容模糊，需要海峡
两岸共同努力。 ”

6月28日，为期6天、主题为“湖南
抗战名城巡礼” 的第十二届海峡两岸
媒体来湘联合采访活动落下帷幕。 来
自海峡两岸28家媒体的40余名记者，
顶烈日，冒酷暑，跋山涉水，重回当年
重要战场遗址， 触摸那段惊心动魄的
历史，心灵受到深深震撼。

重访战场遗址，
记录民族精魂

“用我一湘，壮哉我之河山！ 用我
一湘，壮哉我之民族！”抗战宣传片《用
我一湘壮河山》的铿锵配音，彰显湖南
抗战的悲壮。

巍巍麓山忆烽火， 常德城中敬英
雄， 南岳山上吊忠魂， 受降坊内欣凯
旋……活动中， 两岸媒体记者重点采
访了长沙、 益阳、 常德、 衡阳、 怀化
等湖南抗战名城， 用笔和镜头记录下
那段血火淬炼的民族精魂。

岳麓山的陆军七十三军抗战阵亡
将士公墓，仍保存着众多抗战遗迹，虽
不能言语， 却是历史的见证。 每逢清
明，当地群众都自发前来祭扫。拾阶而

上， 联合采访团与学生代表一同在公
墓前默哀致敬。“日寇侵华五十年，中
华大地遍狼烟。罪行罄竹书难尽，万古
勿忘国耻痛。 ”面对两岸记者，96岁的
抗战老兵谭昆山激动地挥笔写下这首
旧作。

益阳南县的厂窖镇， 厂窖惨案纪
念碑巍然挺立。 碑高19.43米，碑座高
5.9米，意在提醒同胞，永远记住日本
强盗在厂窖犯下滔天罪行的日子———
1943年5月9日。联合采访团来到这里，
缅怀被日军残忍屠杀的3万多同胞，追
忆那段沉痛的历史。

“孤军奋战保常德，官兵视死皆等
闲； 八千勇士血流尽， 一寸土地一寸
血”，描述的是当年常德会战最激烈的
守城战的场景。带着沉痛的心情，联合
采访团观看了常德会战及常德细菌战
纪录片， 采访了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
会成员， 祭拜了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纪
念公墓。

在南岳衡山， 两岸记者先后前往
忠烈祠、抗战军事会议旧址、南岳大庙
参观，寻找惊心动魄的抗战历史，感悟
团结一心、抗战到底的民族精神。在这
里， 国共两党合作共同创办了南岳游
击干部培训班， 为正面战场培训了
3000多名抗日游击骨干；成立的南岳
佛道救难协会，“上马杀贼， 下马学
佛”，在全民抗战中为全国宗教人士树

立爱国爱教的光辉典范。
在溆浦龙潭抗日阵亡将士陵园，

联合采访团探寻了抗日最后一战“湘
西会战”主战场———龙潭战役旧址。当
地村民们早早地集聚在陵园门口，欢
迎记者们的到来。随后，联合采访团来
到芷江，参观了飞虎队纪念馆、受降纪
念坊、抗战胜利受降纪念馆，并一同观
看了弥足珍贵的视频史料。

历史是教科书也是清醒剂
历史是教科书，也是清醒剂。通过

探寻抗战足迹的点点滴滴， 两岸记者
们感慨万千，纷纷呼吁铭记历史记忆，
珍惜和平生活。

“这几天心情的起伏很大，从一开
始看到日军这种惨无人道的屠戮，心
情很沉重。今天至芷江受降城，这是大
家心情最好的一天。抗战这段历史里，
存放的是两岸人民的共同情怀， 而湖
南在这段历史里占据着尤其重要的位
置。 ”6月28日， 参观完芷江受降纪念
坊、抗战胜利受降纪念馆后，采访团团
长、 台湾旺旺中时媒体集团时报国际
副总经理陈邦钰表示， 今年是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抗战是中国
人共同的记忆，一个共同的纪念，是全
体中国人民共同抵御外辱的最好证
明，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后代来说，这也
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这八年抗战

表现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一种精神就是
团结。 ”

“通过这次采访，了解到了湖南在
抗战中作出的巨大贡献， 这既是丰富
知识的过程， 也是两岸媒体沟通和交
流的机会。 ”海峡之声记者景艳表示。

台湾人间福报记者赖台生引用圣
严法师“面对、接受，放下和处理”四句
话，认为抗战不仅是两岸的事情，也是
关乎世界历史的大事， 历史和真相不
容模糊，需要两岸共同努力。

“随着时光的流逝，亲历那段历史
的人会越来越少， 我们这一代要把真
实的历史一点一滴建立起来。”台湾旺
报记者陈曼侬如是说。

大家认为， 媒体人有责任和使命，
通过采访充分反映海峡两岸中华儿女
的坚强不屈，展现民族情怀、传承和传
播伟大的抗战精神，倍加珍惜经受战火
考验的骨肉亲情，更加珍惜和维护两岸
关系的和平发展，充分彰显海峡两岸同
胞铭记历史、 振兴中华的共同愿景，号
召和激励海峡两岸人民弘扬抗战精神，
共同致力于推动海峡两岸和平发展、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湖南日报7月1日讯 (记者 李勇
通讯员 周薇 谢庆芬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饱含深情的歌声
唱出了检察官对党的忠诚和热爱。 6
月30日， 省检察院在长沙举办“庆七
一·颂党恩” 主题文艺演出活动。

演出的所有节目全部由在职检察
人员利用业余时间自编自导自演。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党
啊， 亲爱的妈妈》 唱出了检察官对中
国共产党的无限深情， 快板表演 《歌
唱陈运周》 表达了对“群众最喜爱检
察官” 陈运周的崇高敬意， 制服秀
《检察官风采展示》、 集体舞 《年轻的
朋友来相会》 等节目展示了检察官多
姿多彩的生活。

湖南日报7月1日讯 （记者 蒋
剑平 戴勤） 6月29日， 邵阳市纪
委在其官网发布消息： 日前， 邵
阳市纪委对邵阳市湘西地区开发

办公室原主任郑定夫涉嫌严重违
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调查， 司法
机关正在对其违法问题进行进一
步侦查。

湖南日报7月1日讯（记者 蒋剑平
戴勤）6月29日，邵东县公安局决定，对
变造机动车号牌的魏家桥派出所所长
罗某某停止执行职务并移送县纪委接
受调查； 县交警大队对其处以行政拘
留5日并处罚款3500元的处罚， 同时
记12分。

6月25日，有群众举报，一辆车牌号
为“湘ED9969”的奥迪车涉嫌车牌造假，
该车系魏家桥派出所所长罗某某驾驶。
经查，今年5月，罗某某购买了用于变造
车牌号的字母“D”，并将该字母粘贴到其
妻名下一辆牌号为“湘EJ9969”的奥迪
车车牌上，将车牌变造成“湘ED9969”。

铭记历史 珍惜和平
———海峡两岸媒体来湘联合采访抗战名城纪行

湖南日报7月1日讯（记者 左
丹 通讯员 曾欢欢）今天，由湖南
大学主办的2015亚洲金融年会在
长沙召开。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
理学院杰出金融学教授，哈佛大学
名誉教授罗伯特·默顿发表了主题
演讲， 并接受了现场嘉宾的提问。
在谈到中国股市时， 罗伯特·默顿
表示， 股票市场受很多因素的影
响，包括各个资本市场和政府政策
等。市场波动在任何金融市场都存
在。

罗伯特·默顿是现代金融学、
对冲基金 （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创始人之一。上世纪
70年代，他与Fisher� Black和My-
ron� Scholes共同发明了金融期权
数学模型， 并因此与Myron� Sc-

holes共同获得了1997年诺贝尔经
济学奖。 1970年，他提出了著名的
“Merton”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各种
风险资产及其产品的定价工作，并
为当今蓬勃发展的金融工程学奠
定了基础。

罗伯特·默顿今天的演讲主题
是“金融创新和金融科学在金融稳
定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他说，金
融科学技术和经济的需要推动了
金融创新，而每一次重要的金融危
机都推动了金融系统的改进。 针对
嘉宾提出的中国股市震荡的问题，
他认为，股票市场受很多因素的影
响，包括各个资本市场和政府政策
等。 市场波动在任何金融市场都存
在。 风险总是与资本投资相伴的，
所以，投资者在投资股票时要有风
险意识，做好心理准备。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默顿说：

市场波动在任何金融市场都存在

湖南日报7月1日讯 （记者 邹
靖方 通讯员 王诚） 6月30日， 湖
南省地方标准 《建设用粉末喷涂
锌钢防护型材》 正式发布。 该标
准明确了锌钢防护材料行业术语
定义， 对锌钢材料的含锌量、 抗
压指标、 防腐指标、 连接指标等
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 标准的出
台， 对已经成为全国锌钢型材最
大产业基地的湖南， 将起到十分
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 锌钢防护行业发展
迅速， 成为建筑防护材料的主流
选择。 逐步替代了不锈钢、 铝型
材、 铁艺和木制品等防护材料。
湖南省锌钢型材防护栏的生产厂
家已近百家， 成为全国锌钢型材
最大的产业基地。 目前， 我省房

地产项目的锌钢产品覆盖率达到
90%， 市场范围迅速扩展至全国
大部分地区。 以湖南为代表的锌
钢型材产业在全国居于领跑地位。

随着市场的壮大， 锌钢品牌
蜂拥而至， 出现品质鱼龙混杂，
消费者难以辨别优劣等诸多行业
问题。 湖南省锌钢地方标准适时
推出， 填补锌钢行业无统一标准
的空白， 使行业从此有标准可依，
利于行业规范化、 标准化经营。
对保护消费者权益， 促进产业升
级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为国内首部锌钢防护型材
标准， 在整个锌钢防护市场， 提
升锌钢防护产品质量水平， 切实
保障工程项目的安全和消费者的
切身利益方面进行了规范。

建筑防护产品地方标准出台

湖南成为全国锌钢型材
最大产业基地

湖南日报7月1日讯（记者 周
月桂 通讯员 陈姣）6月30日，“赢
在‘互联网+’，传统企业转型如何
破局”高峰论坛在长沙举行，我省
首家移动互联网服务商创研科技
在论坛上宣布正式启动新三版上
市之路。 来自金融机构、知名企业、
互联网行业等300多名业界代表参
加高峰论坛，打造了一场互联网资
本市场的财智盛宴。

6月2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通过了《“互联网＋”行动指导意

见》，提出开展股权众筹等试点，支
持互联网企业上市。 论坛嘉宾、知
名投资人朱锦伟认为，国家支持互
联网企业上市，这也意味着互联网
企业上市将提速。

作为湖南首家移动互联网服务
商，创研科技通过10年发展，从一个
小工作室，成长为中国网络营销第一
阵营企业，目前已布局北京、武汉、广
州，并投资搜农坊，投身“互联网+农
业”领域。如上市成功，将成为我省第
一家新三板上市的互联网企业。

我省首家移动互联网服务商启动上市

湖南日报7月1日讯（记者 邓
晶琎）记者今天从省交通运输厅获
悉，与湖南相邻的广东、湖北、贵州
3省今天正式与全国高速公路ETC
联网。至此，湖南ETC车主可“一卡
畅行”全国18个省市。

去年12月26日，湖南和北京、天
津、河北、山西、辽宁、上海、江苏、浙
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陕西等
14省市的ETC实现联网。 由于第一
批联网省市中， 仅有江西与湖南相

邻，因此，湖南ETC车主此前去往湖
北、广东等其他相邻省市，仍需走人
工收费通道。 今天，广东、湖北、贵
州、河南4省成为今年第一批联网的
省份。这意味着，全国18个省市实现
ETC联网。湖南ETC车主可通过“一
卡畅行”相邻的赣、粤、鄂、黔四地，
通行其余联网省市。

根据交通运输部计划， 今年9
月底前，全国29个省市将实现ETC
联网。

湖南与粤鄂黔三省ETC联网

省检察院举办庆七一文艺演出

邵东一派出所所长变造车牌接受调查

湖南日报7月1日讯 （记者 乔伊
蕾） 今天， 省纪委通过官方网站三
湘风纪网发布消息， 永州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 局长廖永
东因涉嫌严重违纪， 被永州市纪委
立案调查。

涉嫌严重违纪
永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廖永东被立案调查

湖南日报7月1日讯 （记者 于振
宇） 6月30日23时56分， 长沙市公安
消防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 长沙
市岳麓区雷锋大道青山安置小区居民
商住楼一楼仓库发生火灾， 多人被
困。 接到报警后， 指挥中心立即调派
麓谷、 石岭塘等六个中队， 共11台消

防车赶赴现场， 支队全勤指挥部随行
出动。

7月1日零时2分许， 第一出动力
量首先到达火灾现场。 零时25分， 火
灾扑灭， 过火面积约15平方米。 消防
官兵共计疏散被困群众50余名， 其中
1人无生命特征 （女性）、 4人受伤。

岳麓区一安置小区发生火灾
造成1死4伤

邵阳市湘西地区开发办原主任郑定夫被查

6月30日，干部职工在表演大合唱。 当晚，宜章县举行“‘庆七一·颂党恩’乡镇
大合唱”比赛，该县22个乡镇的上千名干部职工参加了比赛。 通讯员 李茁 摄

任弼时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
的作风， 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
最怕多用公家的钱。

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今
北京）时，有关部门建议给书记处
的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参加入
城阅兵式， 但任弼时不同意:“我们
是穿着这身衣服打天下的， 也能穿
着这身衣服进北平。 ”解放以后，生
活条件比过去好了很多， 但任弼时
穿的还是那件在农村穿的打补丁的
衣服， 盖的被子还是1934年长征路
上缴获的战利品。他对别的同志说：
“你们不要以为现在进城了，应该阔
气一些了，这样想就不对了，不能忘
记目前我们国家和人民还有困难。
什么东西也不准给我领。 那些被褥
和衣服补一补还可以用嘛！ ”

他经常叮嘱周围的同志不要
铺张浪费，要爱护公物。 任弼时要
求子女们节约用电， 做到人走灯
灭，把节约下来的电用于建设。 工
作人员外出办事， 经任弼时同意，
才可以用配给他的那辆旧吉普车。
但他一再叮嘱，最好把要办的事积
在一起，集中去办，这样可以减少
用车次数，以免浪费汽油。

任弼时的伙食也非常简单，每

顿就是两菜一汤。 有时炊事员给他
做点好菜， 他就马上把炊事员找
来：“今天的饭菜为什么比平时好
呢？ ”并嘱咐：“今后一定要注意，不
能超过公家规定的伙食标准。 ”有
一次任弼时发现炊事员老周把老
菜帮子和不新鲜的菜扔了， 就问
道：“老周同志，你怎么把它都扔了
呢？ ”老周说：“那都是老菜帮子和
不新鲜的。 ”任弼时弯腰捡了一部
分说：“你看，这不是很好嘛，还可
以吃。 老周同志，我们不能忘记长
征路上的艰苦生活呵！ 一定要注意
节约，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
任弼时也经常询问妻子陈琮英，菜
金有没有超过标准，生活用品是不
是按制度领的。

任弼时不但事事严格要求自
己，对子女要求也很严格。 他经常
教育子女要爱护国家资财，节省开
支，勤俭持家。 他的孩子很少穿新
衣服，衣服破了，他就让陈琮英把
大人穿过的旧衣服改做给孩子们
穿。 为了节省组织上规定的生活
费，孩子们放学回家，任弼时就让
他们到工作人员食堂吃大灶伙食。

（通讯员 庹晓芹 湖南日报记
者 孙敏坚 整理）

任弼时：最怕多用公家的钱

湖南日报7月1日讯 （记者 乔
伊蕾） 今天， 省纪委通过官方网站
三湘风纪网发布消息， 对衡阳市耒
阳市南京完小新建教学楼投入使用
3年即成危房等7起“为官不为” 典
型案例进行了通报。

今年， 耒阳市南京完小新建教
学楼投入使用3年即成危房的问题
被媒体曝光。 经耒阳市委和耒阳市
纪委研究决定， 给予南京镇分管教
科文卫工作的党委委员罗金元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并免职； 给予耒阳市
建筑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总经理刘彬、 总工程师兼公司
党支部书记贺胜才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 给予南京完小校长阳明开行政
记过处分并免职； 给予南京中心幼
儿园园长李惠玲行政记过处分并免
职； 给予南京中心校校长唐玉魁行
政记过处分； 给予耒阳市教育局基
建办主任肖进行政警告处分； 给予

时任耒阳市住建局执法监察大队副
大队长杨宏荣行政警告处分； 给予
时任耒阳市水利局水政监察大队水
资源中队中队长李俊峰行政警告处
分； 对时任耒阳市质监站站长兰恒
兵立案， 因兰恒兵涉嫌滥用职权罪
被耒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 待法院
判决后作并案处理。

此外，衡阳市道路运输管理处从
业资格考试乱象、珠晖公安分局及茶
山坳派出所在为茶山坳镇居民曾伟
容办理“非转农”户口过程中存在推
诿扯皮不作为等问题、耒阳市财政局
和新市镇落实耒阳市2015年第一季
度财税工作不力、耒阳市五里牌街道
办事处落实耒阳市2015年第一季度
“两违”税费清缴工作不力、耒阳市仁
义镇落实耒阳市2015年新农合筹资
工作不力、 耒阳市相关部门对新增
“两违” 建筑管控不力等典型案例也
被通报。

湖南日报7月1日讯（记者 秦慧英
通讯员 万尚真）记者最近从湖南省国税
局获悉，湖南国、地税系统将于8月1日起
开始对税收征管应用系统双轨试运行，
10月1日起全面运行“金税三期”系统。

金税三期的一大特点在于国税、地
税两个系统数据之间的互联互通。
“以前进一家门只能办一家事， 以后将
实现两家信息的共享。 ”省国税局征管
和科技发展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国地
税共管户来说，他们省去了两边跑的麻
烦，对税务部门来说，信息共通后，纳税
人纳税情况、 信用情况等一目了然，也

将为税务管理带来便利。省国税局局长
丁永安表示，金税三期运行后，将有效
提高纳税人满意度，持续提高税法遵从
度和税收增收率。

据悉，金税三期工程目前已经在广
东、山东等6省市先行试点，应用系统已
经基本成熟。湖南作为2015年度第二批
上线单位，自今年3月起，已正式启动推
广上线工作，目前开展了基础代码的推
送核对清理、差异化分析等大量前期工
作， 下阶段还将加紧开展系统初始化、
数据迁移、新旧系统双轨试运行等重点
工作，确保系统如期实现运行。

国地税将统一使用
“金税三期”系统

10月1日起全面运行，将大大提高办税效率

耒阳一教学楼使用3年即成危房
衡阳通报7起“为官不为”典型案例

党史撷英·严与实

（上接1版）
决定规定的宪法宣誓誓词共70

个字： “我宣誓： 忠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 维护宪法权威， 履行法

定职责， 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 恪
尽职守、 廉洁奉公， 接受人民监督，
为建设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的
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