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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风肆虐，暴雨如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
对于每一个身在厦门的人而言都是难以忘怀
的一天。15 日凌晨，今年登陆我国的最强台
风、新中国成立以来登陆闽南的最强台风“莫
兰蒂”在厦门登陆，最大风力达到 17 级。

大面积断电停水，65 万株行道树倒伏，
566 家企业受灾，17907 间房屋倒塌，农作物
受灾面积 10 . 5 万亩……来势汹汹的“莫兰
蒂”过境，让有着“花园城市”之称的厦门满目
疮痍。

面对灾难，一场救灾重建战役在厦门打
响。

厦门力量：万众一心共同救灾

走进临时设于厦门逸夫中学的武警某支
队野战指挥所，卫生室里武警战士进进出出。
从 15 日投入台风救灾开始，战士们每天 7 点
多出发，有时晚上 12 点才能撤回，加之大雨
瓢泼和烈日暴晒的交替考验，不少战士病倒。
然而，大多数战士在短暂休整治疗后选择了
迅速返回抗灾一线。

“轻伤不下火线，能上的都要上。”支队政治
部副主任黄德强的一句话，简单却掷地有声。

“最可爱的人”，这个词语涵盖的范围如

此之广。台风过后，厦门市立即成立了以市长
为组长的恢复重建工作领导小组，各区、各部
门放弃中秋休假，投入救灾重建。

志愿者团队、企事业单位员工、市政环卫
工人、小区保安、台胞台属……灾难面前，无
数人都奔赴抗灾一线，他们并肩携手、齐心协
力重建家园。

社区里，街道上，公园中，这些“最可爱的
人”不等不靠，从一根树枝、一块砖头开始，做
着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帮助厦门恢复昔日
的美丽。

“身体很累，但是精神是愉快的。齐心协
力，一起为家园付出，团队的力量是强大的。”
64 岁的志愿者叶彩云说。

厦门速度：让家园尽快重现光辉

“以前，我爱你的绿树如荫；昨天，我痛你
的满目疮痍；今天，我欣慰于你的快速伤
愈。”——— 近日流传于厦门市民朋友圈中的这
句话道出了他们最真实的情感。

台风 15 日登陆厦门，损毁惊人；更让厦
门人民难忘的是，仅仅几天时间的灾后修复
重建就已让这座城市大为不同。

62 . 2 万户因灾停电，近 145 万户因灾

停水——— 这是台风“莫兰蒂”在厦门的威力。
灾情就是命令，恢复生产生活供电供水刻不
容缓，在进行全面摸底排查之后，厦门市几千
人投入水电抢修一线。

“一次次下来再上去太浪费时间，我们淋
点雨没关系，希望能够早点恢复供电。”已经
连续 30 多个小时在高空冒雨进行抢修的厦
门供电局电力抢修组组长张德禄说。

他们的速度令人赞叹：15 日当天，厦门
就实现了岛内两区全部供水恢复和 6 . 87 万
户居民用电恢复。到 20 日，全市因灾停水户
已全部恢复通水，98% 的因灾停电户已恢复
供电。

以这种速度前进的还有市区倒伏树木的
清理和道路的疏通。15 日当天投入道路清
理，16 日基本清理干净，17 日主干道恢复通
车……行走在厦门街头，主次干道已基本不
见倒伏的行道树，唯有折断枝干的树木提醒
着过往的人们，这是一座刚遭受 1949 年以来
最强台风肆虐的城市。

厦门大爱：美丽厦门最美的是人

台风过后的厦门，一队武警救灾官兵担
负道路清障任务。他们把挎包整齐地放在路

边，转身去干活，直到下午任务结束归队才发
现，每名官兵的挎包上都放着一个红色的福
袋，每个袋子里装着 2 颗熟鸡蛋。

“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穿着迷
彩服的身影，我知道那是我们的人民子弟
兵。”——— 一名市民带着孩子默默放下福袋，
并留下了这样一封信。

“许多社区干部、志愿者、市民都加入我
们，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这对我们的战士
是激励也是鼓励。”武警战士陈扬航说。

从 15 日到 20 日，类似的故事在厦门一
再上演。一个个小小的福袋，成为观察人与人
之间关系的一个窗口，一股股暖流在城市中
流动。

居住在底层的居民打开水龙头，让住在
楼上的居民无偿接水；邻居们结成“帮帮
团”，帮助空巢老人运水；老房子进水了，
邻居们都赶来帮忙搬东西……市民间，温情
故事持续上演，人们在灾难面前，友爱互
助，相互守望。

“甚至是不认识的邻居，也因此而熟识，
彼此点头微笑，让人觉得温暖。”厦门市民许
慧超说，“美丽厦门最美的还是人。”

(记者苏杰、尚昊、付敏)
新华社厦门 9 月 21 日电

汇聚起重建家园的磅礴力量
台风“莫兰蒂”登陆后厦门救灾重建纪实

日前，备受关注的邱少云烈士之
弟邱少华诉孙杰(微博用户名“作业
本”)、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一
般人格权纠纷案在北京市大兴区人民
法院一审宣判，二被告被判决公开赔
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用法
治捍卫红色记忆、捍卫英雄尊严，法院
的判决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也带
来了深刻的警示与思考。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企业经
营当尽社会责任。被告孙杰将“邱少云
烈士在烈火中英勇献身”比作“半面熟
烤肉”，加多宝公司在营销活动中为错
误言论传播推波助澜，不仅侵犯邱少
云烈士的名誉权，更向社会散布抹黑
英雄、歪曲历史的负能量，造成恶劣影
响。先烈不容亵渎，底线不可触碰。正
因为这样，被告的行为从一开始就遭
到广大网友和社会公众的谴责，最终
也难逃法律的惩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有希望
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
国家不能没有先锋。近年来，从设立烈
士纪念日，到不断提高烈属抚恤标准，
再到红色旅游的蓬勃兴旺，崇尚英雄、
缅怀先烈日益成为社会风尚。但也应
看到，历史虚无主义也在暗流涌动，其
负面影响不能忽视。

某些人打着“还原历史”“寻找真
相”“重新评价”等幌子，歪曲、否定中
国革命史、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诬蔑、诋毁英模人物。从“质疑”

黄继光、贬损邱少云，到制造谣言丑化
刘胡兰和“狼牙山五壮士”，一些人把
否定历史当时髦，以解构崇高为能事，
将民族英雄、革命先烈污名化。罔顾事
实、混淆是非、忘本忘祖，这股歪风邪
气冲击社会共识、挑战正义良知、扭曲
价值判断，成为必须驱散的“雾霾”，引
起人们的高度警觉和强烈反对。

历史学家说过，如果丧失对历史的记忆，我们的心灵就
会在黑暗中迷失。在历史的天空上，每一位英烈都是永恒的
星辰，他们承载着历史记忆和思想感情，标注着民族精神的
高地。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听之任
之。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用真相为英雄正名，
以法律捍卫英雄名誉，在传承与创新中讲好英雄故事，在全
社会营造铭记英雄、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
雄的良好氛围，挺起精神脊梁，守护好我们民族的根与魂。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打开厚重的史册，品读无
数英烈谱写的壮丽篇章，我们从历史深处汲取砥砺奋进的
力量。刘胡兰坚贞不屈、用生命诠释“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邱少云舍生取义“在烈火中永生”，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
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英烈们振兴中华的志向、
坚守信仰的忠诚、敢于牺牲的壮举、热爱人民的情怀，深深
融入民族血脉，成为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动力源泉，
成为我们振奋精气神、集聚正能量的精神财富。

据统计，全国每年有 1 . 5 亿多人次的群众瞻仰祭扫烈
士纪念设施。每一个深深的鞠躬，每一次深情的仰望，都在
表达对英烈的缅怀、对历史的敬畏。“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
英雄，需要英雄精神。”在决胜全面小康、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让我们高擎英雄旗帜、弘扬英雄精
神，沿着英烈们开辟的复兴之路接力前行，书写无愧于历史
和时代的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 9 月 2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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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评论员

▲在江苏扬州泰州机场，21 名犯罪嫌疑人从菲律宾被押解回国（5 月 12 日摄）。
9 月 20 日，公安部对外通报，由公安部统一指挥、调度，江苏省公安机关在广东、广西、重庆、四川省市公安机关配合行动下，成功破

获“5·08”网络赌博专案，打掉“伯乐”“鑫乐”“凤凰”“皇轩”“盛皇”“乐亚”等 6 个赌博网站，在境内外抓获 36 名犯罪嫌疑人，其中 21 人从菲
律宾押解回国，初步查明涉案金额超过 3 亿元。目前，该案 11 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移送起诉至江苏扬州市人民检察院。

新华社记者季春鹏摄

新华社成都 9 月 21 日电(记者杨迪、李
华梁)四川煤矿安全监察局牵头组织的事故
调查组，近期对今年 7 月 5 日发生的四川省
华蓥市锦春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较大煤与瓦斯
突出事故进行了调查，认定这起造成 5 人死
亡的事故在个别监管人员的参与下，瞒报约
19 个小时，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据此，
调查组建议对事故单位 4 名人员、政府监管
单位 2 名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今年 7 月 5 日 23时 16 分，锦春煤业有
限责任公司发生较大煤与瓦斯突出事故，造
成 5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809 万元。经测
算，此次突出煤量约 255 吨，瓦斯量 13850 立
方米。

事故调查组查明：在发生煤与瓦斯突出

事故后，锦春煤矿管理人员发现有 5 人被困
井下，及时组织人员入井施救。但是，煤矿未
按规定程序及时将事故上报，并试图瞒报。

据调查，7 月 6 日 3时许，锦春煤矿控股
方重庆天王星投资集团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
代华和锦春煤矿总经理唐仕明，找到华蓥市煤
管局总工程师蔡成猛，告知锦春煤矿发生事故
有 5人被困的情况，蔡成猛提出不要上报。

7 月 6 日 7时 20 分，华蓥市煤管局局长
李代红电话安排副局长兰明到锦春煤矿核查
该矿+650m 回风瓦斯三级报警原因，在兰明
抵达煤矿后，唐仕明单独向他说了事故情况
和蔡成猛的意见，兰明同意锦春煤矿以瓦斯
监控传感器故障为由提交书面说明，还找到
煤矿所在地溪口镇副镇长段海波，说服其不

要上报。
一直到 7 月 6 日 20时，四川煤监局接到

群众举报称锦春煤矿发生事故未报，立即安
排四川煤监局川东分局和广安市安监局核
查。蔡成猛在得知有关部门在追查此事后，便
电话通知锦春煤矿矿长赵明宏马上按程序上
报事故。最终，锦春煤矿在个别监管人员的参
与下，瞒报事故约 19 个小时。

调查过程中，调查组还发现煤矿的管理
存在其他诸多问题。调查组认为，“7·5”事故
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其直接原因是由
于锦春煤矿未经批准违规安排作业，作业区
域防突措施不到位，作业人员违规使用风镐
落煤诱发煤与瓦斯突出，导致 5 名作业人员
窒息死亡；但同时也存在技术管理不到位、防

突工作管理不到位、劳动组织管理混乱、职工
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煤矿安全监管不力等
问题。

调查组认为，唐仕明、赵明宏、煤矿技术
负责人包重陵、煤矿法人代表吕云对此次事
故负主要责任；蔡成猛对事故负有重要领导
责任，对瞒报事故负有主要责任；华蓥市煤管
局驻矿安监员林伯龙对事故负有重要责任。
因上述人员行为涉嫌犯罪，调查组建议移送
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同时，调查组建议对
事故单位的其他 10 名人员给予行政处罚，对
监管单位的其他 8 名人员给予党纪、政纪处
分，对华蓥市委、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予以诫勉
谈话或作出书面检查；建议对锦春煤矿合并
处罚款 250 万元。

四川华蓥监管人员参与瞒报矿难 19 小时
调查组建议对事故单位 4 名人员、政府监管单位 2 名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如果生意继续冷清
下去，明年我可能就要关
店不干了。”谈到未来，在
日月潭经营一家民宿的沈
翔润一脸无奈。

沈翔润曾在台北一家
五星级酒店工作。约 6 年
前，他与家人在伊达邵游
船码头附近开设了一家中
高端民宿。因环境优良、服
务周全，他的旅店在第二
年开始累积口碑，9 个房
间每晚都有客人入住，其
中不乏大陆游客。

但是，今年的情形让
他想起创业初期的艰辛。

他告诉记者，今年 5 月以
来，游客明显减少，价格有
时下调至往年的一半，也
会有几个房间闲置。“最惨
的时候，一天只有两三间
房有客人入住，维持经营
实在不易”。

处在台湾岛中部的日
月潭，是大陆游客很熟悉
也很喜爱的景点之一。大

陆游客减少，日月潭的旅游业者遭受重创。深
陷“寒冬”的除了旅店业主，也包括景区的出
租车司机、游览车司机、导游、游船业主和食
品店主等。

接近中午，正是游客比较集中的时候。在
伊达邵码头和水社码头，虽然有几艘接散客
的游船频繁地在湖面穿梭，但是记者看到多
数游轮静静地躺在湖面上“晒太阳”。

岛内业界和舆论认为，陆客锐减与台湾
新当局上台后在两岸关系政策上模糊不清，
尤其是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导致两岸关系陷
入僵局，有重要关系。

大陆游客来台旅游一般都会购买当地茶
叶和凤梨酥等产品，大陆游客减少，对食品业
也是极大冲击。陈蓓梅在台湾经营一家主打
糖果等食品的企业。她告诉记者，今年 5 月以
来，由于大陆游客减少，公司在日月潭景区的
销售业绩下滑近四成。

日月潭的现状是台湾当下旅游业的一个
缩影。台湾观光部门最近公布的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 5 月至 8 月，大陆旅客人数呈负增
长，其中观光团旅客缩减约三成。

在垦丁猫鼻头公园门口出售沙滩鞋和遮
阳帽等商品的店家陈清秀告诉记者，暑假以
往是旺季，但今年游客比往年少很多，“每天
的收入要少三成以上”。

在花莲火车站附近经营一家民宿的黄先
生告诉记者，大陆游客和台湾本地游客是主
要客户来源，大陆游客减少意味着营业收入
减少。其他地方的游客，由于语言不通等因
素，一直就不多。

台湾旅游业界估计大陆游客减少的趋势
仍未探底。中秋刚过，但相关产业的“寒冬”或
许已经提前来临。 (记者王小鹏、刘刚)

据新华社台北 9 月 2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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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1 日电(记者周玮)
文化部近日印发关于推动文化娱乐行业转型
升级工作的意见。针对内容低俗等问题，意见
提出要加强文化娱乐行业内容建设；针对经
营模式落后、业态单一，提出鼓励娱乐场所丰
富经营业态，发展连锁经营。

文化部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歌舞娱乐
和游戏游艺等传统文化娱乐行业经营模式陈
旧、产品类型单一、消费人群狭窄、管理和服
务水平不高等问题长期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时有发生，不仅导致行业形象和社会评价不
佳，也严重影响和制约了行业发展。为贯彻国
家关于“稳促调惠”和“放管服”的决策部署，扩
大文化消费，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文化部
决定全面启动文化娱乐行业转型升级工作。

意见强调，文化娱乐行业转型升级，要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融合发展、创
新供给、拓展受众、提升形象为总体思路，坚
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正确发展导向，
改善行业发展环境，增强企业社会责任，着力
解决制约文化娱乐行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推
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意见针对影响和制约行业发展的主要问
题，对行业转型升级的具体内容作出引导。一
是针对内容低俗等问题，提出要加强文化娱
乐行业内容建设，鼓励企业创作生产更多传
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
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优秀文化娱乐产品。二
是针对游戏游艺设备和产品类型单一、品质
不高，提出鼓励生产企业研发生产内容优良、
技术先进的新产品和新设备。三是针对经营
模式落后、业态单一，提出鼓励娱乐场所丰富

经营业态，发展连锁经营，并给予相应的扶
持。四是针对行业形象不佳等，提出支持中
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开展游戏游艺竞技赛
事活动，以竞技比赛带动游戏游艺产品的
研发推广、经营业态的转变和行业形象的
提升。同时，鼓励娱乐场所开展公共服务，
扩大消费人群，提升正面形象。五是针对行
业存在的违规问题，划出行业红线，要求强
化行业自律，加强内容把关，并通过环境服
务评级，实施分级分类监管。

意见提出，要通过行业转型升级，提升
歌舞娱乐和游戏游艺场所经营管理水平，
使之成为场所阳光、内容健康、服务规范、
业态丰富、受众多样、形象正面，适合不同
消费群体，在公众文化生活中起积极作用
的现代文化消费场所。

文化部全面启动文化娱乐行业转型升级工作

娱乐场所将被鼓励发展连锁经营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1 日电(记者刘羊旸、林晖)国务院
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 21 日表示，“十三五”脱贫攻坚期间，
每年开展一次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活动，主办单位为国务
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这一奖项的设立标志着国家扶贫荣
誉制度的建立。

郑文凯在 21 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全国脱贫
攻坚奖设奋进奖、贡献奖、奉献奖、创新奖四个奖项，每个
奖项不超过 10 名。奋进奖从脱贫主体中产生，贡献奖从扶
贫工作主体中产生，奉献奖从社会帮扶主体中产生，创新
奖从推动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扶贫脱贫主体中产生。

“今年是首届全国脱贫攻坚奖的评选表彰，我们坚持公
平公正、开门评审的原则，确保评选程序的公平性、参与对
象的广泛性、评选工作的独立性、评选纪律的严肃性，目的
是精选、精评出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有示范引领作用、
有广泛宣传意义的先进人物、先进典型。”郑文凯说。

全国脱贫攻坚奖设立

精选精评第一线典型

公安部指挥破获特大跨国网络赌博案，21 名嫌犯被押解回国

（上接 1 版）正是焦裕禄“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
雄”的精神，激励着阿布列林在任何岗位上都要干出个样
儿。下乡时，他是优秀知识青年，在哈密市农机厂，他是先进
生产者。“在最辛苦、艰难的时候，我都会拿出这张照片。”阿
布列林说。

1979 年底，阿布列林被调入哈密市检察院工作。法律
知识对当时的他来说还很陌生。他白天工作，晚上捧着《刑
法》《刑事诉讼法》学习，同时还自学其他法律专业知识。凭
着刻苦努力，阿布列林很快能背诵几百条法律条款，熟练掌
握了办案所需的专业知识。

在政法系统工作的 30 多年里，阿布列林先后被评为全
国检察系统优秀刑检干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先进工作
者，2014 年被中组部、中宣部确定为“最美基层干部”。

40 多年来，无论在什么岗位，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焦
裕禄书记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
献的精神一直影响着阿布列林，成为他前进路上强大的精
神动力。

2014 年，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焦裕禄的
女儿焦守云来哈密市作报告。阿布列林才还原了那张被尘
封 46 年照片背后的故事。

兰考一直是阿布列林的牵挂。自首次兰考之行后，他曾
3 次计划再赴中原“追梦”，但最终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为
帮助阿布列林实现心愿，河南援疆指挥部和哈密市委决定
选派阿布列林等 5 人赴兰考考察。

2014 年 6 月 18 日晚上，在河南开封，阿布列林见到了
焦书记的大女儿焦守凤和儿子焦国庆、焦跃进。一别 46 年，
当阿布列林再次和“亲人”相见，心中百感交集。他亲手把扫
描放大的 46 年前的老照片交给焦家姐弟。

近半个世纪以来，阿布列林坚持学习焦裕禄精神，用自
己无声的力量，默默无闻在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践行着自
己心中一个朴素而有力的信念：为人民群众做事了不起！

追逐榜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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