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6月13日， 三亚海上
搜救分中心在中海石油崖
城作业公司南山终端码头
组织开展危险码头消防、
溢油应急演练， 旨在检验
搜救分中心应对海上突发
险情的指挥决策水平以及
快速反应、 应急处置和部
门协调配合的能力。

新华社发

2016年6月14日 星期二10 时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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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158 6 1 7
排列 5 16158 6 1 7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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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大乐透 16068 05 07 22 26 34 07+12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2

0
下期奖池：3130353378.81（元）

10000000 20000000

00

国务院印发《决定》

再取消47项职业资格认定

� � � � 革命先烈柳直荀1928年的一封关于
郭亮（原名郭靖笳） 的遗嘱等问题致罗迈
（即李维汉） 的信， 如今珍藏在中央档案
馆中。 这封不足200字的书信折射出两位
烈士并肩战斗的革命友谊和坚定不移的共
产主义信仰。 他们虽然都是英年牺牲， 却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了赫赫大名。

这封短信， 头一部分是写给李维汉
关于工作上的具体事宜， 中间用波浪线
划开， 后一部分写着：

“靖笳兄临刑时有遗嘱一道，现经长
沙商人传出，特抄上或可转灿姊一阅也。

灿英吾爱：
亮东奔西走，无家无国，我事毕矣，

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 亮
直荀 六月十一日”
郭亮、 夏明翰都是毛泽东的亲密战

友。 1919年5月， 毛泽东等组织的湖南学
生联合会正式成立， 柳直荀是学联的领导
成员之一。 1920年秋天， 郭亮考入湖南
省立第一师范， 参加了毛泽东等组织的新
民学会、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1年10
月， 毛泽东任书记的湖南共产党支部成
立， 毛泽东着手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
员， 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郭亮、 夏明翰等

都是在这个时期入党的， 随后与毛泽东一
起领导工农运动。

1927年， 北伐军中的右派正密谋在
长沙发动反革命的武装政变。 5月上旬，
郭亮得柳直荀急电从汉口赶回长沙， 组织
湖南工农义勇军采取一系列防范措施， 以
备不测。 5月21日晚， 许克祥等国民党反
动军官率兵1000余人分途袭击工农革命
团体， 制造了著名的“马日事变”。 郭亮、
柳直荀等凭借少数工农武装， 分别在省总
工会、 省农协会进行了英勇抵抗， 最终因
寡不敌众而失败， 共产党人、 工农群众及
国民党左派百余人遭捕杀。 危急时刻， 郭
亮急中生智， 把从土豪劣绅处缴来的大洋
投抛到墙外， 利用敌人抢夺大洋之机率人
突围出去， 找到柳直荀等人商讨善后事宜
和反攻计划。

5月底6月初， 经上级指示及一系列筹
备部署后， 郭亮、 柳直荀等部署发动长沙
附近各县农军进攻长沙， 对敌人进行反
击。 1927年6月中旬， 毛泽东与郭亮等召
集由湖南至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惩办许克
祥的共产党员和骨干积极分子近200人开
会。 毛泽东号召大家拿起枪杆子进行斗
争， 武装保卫革命。 6月24日， 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 组织新的湖南省
委， 毛泽东任书记。 毛泽东随即赴湖南长

沙， 从事恢复党的组织关系， 偕柳直荀等
召集党员干部开会， 谈“马日事变” 后的
形势， 了解党的组织、 工人纠察队、 农民
自卫军情况。 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 要用
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 以枪杆子对付枪杆
子， 不要再徘徊观望。

1927年8月， 郭亮和柳直荀都参加了
八一南昌起义。 起义军南下到达潮汕地区
时， 被国民党军包围攻击。 他俩跑到一只
破舢板上奋力划离海岸才得以逃脱。

1928年1月8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湘西北特委， 由郭
亮任书记， 由于工作需要尚未启程， 又
改任他为湘鄂赣边特委书记。 郭亮在岳
州 （现岳阳市） 开设煤栈作为特委机
关， 恢复和发展党组织， 发动工农开展
武装斗争。

3月27日深夜， 因叛徒告密， 郭亮
在岳州翰林街的煤栈内被捕。

据《中共党史人物传》 记载， 是年3月
28日深夜， 敌人对郭亮进行了秘密审讯。

“你是郭亮吗？”
“我承认是总工会的委员长郭亮 ，

你们就可以杀了， 不必多问！”
审讯者追问党的地下组织情况， 郭

亮回答说： “开眼尽是共产党人， 闭眼
没有一个。”

回答激怒了审讯人， 对方威胁他 ：
“你不说， 我会严刑拷问的！”

“家常便饭。”
“我要砍你的头！”
“告老还乡。”
这就是这位年轻共产党员在国民党

“法庭” 上的全部“供词”。
国民党反动派因十分害怕郭亮在群

众中的巨大影响， 不及再审便在3月29
日夜将年仅27岁的郭亮秘密杀害。 故事
开头的那封遗嘱， 就是他被害前写给妻
子的。

翌日， 凶残的敌人将郭亮的遗体摆在
浏阳门外识字岭（这是“马日事变” 后国
民党反动派杀害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刑
场）， 将他的头颅挂在司门口示众。 三天之
后， 又将他的头颅挂到他的家乡铜官镇东
山寺的戏台上， 妄图以此吓退革命势力。

柳直荀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挚友， 是
湖南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对洪
湖、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建作出
了巨大贡献。 1932年9月， 因肃反扩大化
不幸被害， 时年34岁。

两位年轻的革命者用生命诠释了自己
坚定的革命信仰。 因着这份对国家对民族
深厚的感情， 人民永远怀念他们。

（据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光辉历程

———中央档案馆馆藏珍贵历史档案背后的党史故事之二
新华社记者 崔清新 华春雨

责任编辑 孟姣燕 周倜

民族脊梁

� � � � 近日， 记者来到叶挺将军的故
乡———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叶挺
遇难70周年。70年过去，叶挺波澜壮阔的
革命斗争生涯仍被广泛传颂； 其忠诚为
党、为人民而死的坚贞信仰与牺牲精神，
让人深深怀念和敬仰。

铁骨铮铮 不移其志
不改气节、 信仰忠诚———此为叶挺

意志。

1924年12月， 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
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叶挺，经王若飞、王
一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20余年，叶挺经历了跌宕起伏、艰
难辉煌的革命斗争生涯： 率领国民革命军
第四军独立团参加北伐战争； 担任南昌起
义前敌总指挥； 广州起义中成为首支工农
红军总司令； 经历10年海外流亡生涯后归
国出任新四军军长；“皖南事变” 被强行扣
押、囚禁5年多……

“不论是战争、流亡海外还是被囚禁，
面对任何艰难与危险， 叶挺将军都从未改
变过志向和信仰，一直忠诚于党，无愧于一

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叶挺纪念馆馆长秦
蓝说， 叶挺被扣押后受尽磨难和威逼利
诱，但始终坚贞不屈。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 的 身 躯 怎 能 从 狗 洞 子 里 爬

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写于狱中的《囚歌》，慷慨壮烈，大义

凛然，宣示着他坚定高昂、百折不挠的革
命意志与信仰。

不畏艰险 勇于担当
不畏艰险、 勇于担当———此为叶挺

品格。
北伐战争中，叶挺率第四军独立团斩

关夺隘，进攸县、打醴陵、克平江、夺汀泗、
取咸宁、占贺胜、陷武昌，战无不胜，攻无
不克，“铁军”称号名扬中外；

在革命危急关头， 叶挺相继率部参
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临危不惧、出生
入死， 为创建新型人民军队作出了历史
性贡献；

在日寇入侵、国家存亡之际，叶挺毅然
归国，汇集八省健儿，率领新四军纵横江淮
大地，仅1年内就对敌作战500多次，毙伤日

伪军超过7000人……
勇于担当的叶挺精神代代传承。作为

全国200多所“红军小学”之一的当地腾
云小学，前身是叶挺求学的腾云学堂。近
年来， 腾云小学不仅开设了展现红色革
命传统的陈列室， 而且时常举办红歌合
唱比赛和演讲比赛。

胸怀民族 心系民众
胸怀民族、 心系民众———此为叶挺

情怀。
叶挺的名字是当年腾云学堂教师陈

敬如为他改的，意为“人要上行、叶要上
挺”，寄望其挺身而出、拯救中华。

叶挺的一生，始终在为民族大义、为人
民幸福而奋斗。他的生活十分俭朴，从来不
摆架子、搞特殊，对同志和部下关怀备至。

英雄情怀令人感动， 将军精神令人
崇仰。今年，正值叶挺诞辰120周年、遇难
70周年， 其故乡正筹备开展系列纪念活
动， 并结合北伐战役重要节点城市和场
馆开展“重走北伐路”活动，更广泛地传
播叶挺精神。 （据新华社广州6月13日电）

叶挺：在烈火和热血中永生
新华社记者 王攀 詹奕嘉

�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最新一次全国油气资源潜力
评价结果显示，我国石油地质资源量达1257亿吨，天然气地
质资源量90.3万亿立方米。我国油气资源总量丰富。

国土资源部13日通报显示，作为“十二五”收官之年，
2015年完成的新一轮全国油气资源潜力评价范围覆盖全
国，包含对常规和非常规油气资源评价。评价结果表明，我
国石油地质资源量1257亿吨、可采资源量301亿吨，目前资
源探明率刚超过30%。天然气地质资源量90.3万亿立方米、
可采资源量50.1万亿立方米，探明率14%。与上一轮全国油
气资源评价结果相比， 石油地质资源量与可采资源量分别
增加64%和42%，天然气地质资源量与可采资源量分别增加
158%和127%。 这主要是因为勘探工作量增加和地质认识
深化，以及技术进步降低了资源门槛。

我国石油地质资源量
达1257亿吨

�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 国务院日
前印发《关于取消一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的决定》（以
下简称《决定》），公布取消47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

《决定》明确，取消不必要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是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也
是为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创业和去产能中人员转岗创造便利条
件。2014年以来，国务院已先后分五批取消了272项职业资格许
可和认定事项，本次再取消47项。至此，国务院公布取消的职业
资格达到319项，占国务院部门设置职业资格总数的52%。

本次取消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中，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9项，其中准入类8项，水平评价类1项，涉及招标、物业管理、
价格鉴证等多个专业领域；技能人员职业资格38项，均为水平评
价类，涉及林业、道路运输、卷烟、机械制造、纺织、化工等领域。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完善律师执业保障机制
�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对深化律师制度改革作出全面部署。

《意见》 共分6部分29条， 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总体
要求到完善律师执业保障机制、 健全律师执业管理制度、 加
强律师队伍建设、 充分发挥律师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
用、 加强组织领导等方面， 全面提出了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
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 发展目标和任务措施。

《意见》 强调， 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是： 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 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坚持解放思想、
改革创新、 务实进取， 紧紧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完善律师执业保障机制， 健全律师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 加
强律师队伍建设， 建设一支拥护党的领导， 拥护社会主义法治
的高素质律师队伍，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 � � �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3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说，中国已经提交了申请加入国际移民组织的函，期待
成为国际移民组织的正式成员并发挥更大作用。

陆慷说，13日上午，外交部副部长王超会见了来华访问的
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斯温， 并提交了由王毅部长签署的关于
中国申请加入国际移民组织的函。 斯温总干事对此表示热烈
欢迎和高度赞赏。

陆慷表示， 国际移民组织是移民领域最重要的政府间国
际组织。中国自2001年起成为该组织观察员，双方在移民管
理能力建设、海外领事保护等方面开展大量务实合作，移民组
织曾向受困于叙利亚、 密克罗尼西亚等地的中国公民提供协
助。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移民大国，如成为国际移民组织的
正式成员，将在国际移民领域发挥更大作用，贡献中国智慧，
进一步推动移民领域国际合作。

外交部：

中国已申请加入
国际移民组织

坚定信念：柳直荀转报郭亮的遗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