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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枚“光荣弹”两家鱼水情
壮丽 70 年 奋斗新时代
记者再走长征路
2015 年，退休后返乡居住的虎俊隆
在宁夏固原市彭阳县草滩村古庄院取土
修房时，从窑洞的马槽里挖出了两颗锈
迹斑斑、仅能勉强辨认形状的手雷和一
颗手榴弹。这偶然的发现，揭开了一段
尘封 80 年的长征往事。
经过虎俊隆等人两年多的走访调
查，红军小战士郭文海的名字渐渐浮出
水面。这些手雷和手榴弹就是他和战友
为自己准备的
“光荣弹”
。
1935 年，年仅 14 岁的四川娃子郭文
海成为中央红军第三军团的一名战士，
不久便开始跟着部队长征。后来，他在
甘肃腊子口战役中左腿负伤，和其他两
名战友落在了队伍后面。同年 10 月 9
日，郭文海三人拼死赶上了夜宿彭阳古
庄院的部队，然而第二天天不亮，大部队
就要继续行军。
体力严重不支，伤情又因药品缺乏
而进一步恶化，郭文海等人再次掉队了。
为减轻负担，他们在离开前将携带
的手雷和手榴弹埋在牲口槽内。
连走带爬，郭文海等人没走多远便
倒在了禾草地里，被虎勇周兄弟三人发

8月12日，
游人经过六盘山
“红军小道”
上的
“过草地”
景观。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现。因语言不通，虎勇周无法问清郭文
海三人的来历，只能先将他们带回家中
照料，并用土法为他们疗伤。
当时虎勇周兄弟 5 人，一家老小共有
八九口人，生活十分困难。看到老乡生
活不易，在虎家休整一天后，其他两名红
军战士便决定离开，把年龄最小的郭文

海留了下来。
问题来了，如何解决郭文海的身份
问题？
凑巧虎家老大虎林周曾有一个儿子年
幼去世，
有感于虎家的恩情，
郭文海便认虎
林周为义父，
虎林周还为郭文海起了个新
名叫虎路生，
意为在长征路上绝处逢生。

“郭文海在我家总共住了一年多时
间，伤好后他还和我大伯到乡里当长工，
挣得了一头驴子和两石糜子。”虎勇周之
子虎志武说。
1936 年年底，郭文海在彭阳县地下
党的安排下回归部队。1939 年，他曾专
程去看望虎家老小，除了送钱，还给每位
家人带了礼物。
新中国成立后，
郭文海定居西安。虎
林周1966年去世前，
曾三次被义子请到西
安旅游，
他们在西安的合影保留至今。郭
文海还将自己的二儿子郭平安许给虎林周
当孙子，
起名郭虎宗，
意为不忘虎家宗本。
1984 年，郭文海带郭虎宗重返草滩
村。郭虎宗说，父亲生前一直对虎家的
恩情念念不忘，把虎家人当亲人，他带我
回草滩村就是让我知道自己名字的来
处，
让我铭记虎家的恩情。
84 年过去了，郭文海当年住过的虎
家老院早已废弃，往事随着老人的去世
渐渐模糊。查得手雷和手榴弹的“身份”
后，虎俊隆专门在古庄院开辟一孔窑洞，
为郭文海和虎家设立了展厅，他自己也
成了展厅的义务讲解员。
虎俊隆说，希望后人能够从普通人
的角度感受长征的不易、红军战士的不
易、革命胜利的不易，珍惜当下的幸福生
活。
新华社记者 荀伟 许晋豫
（新华社银川 8 月 13 日电）

是香港法治的重要支柱。这种将警方与
市民摆在对立面的做法，对香港完全没
有好处。
林郑月娥表示，香港作为一个开放、
自由、包容、经济稳定的社会，如果暴力
持续，恐怕也将出现五劳七伤，要复原需
要漫长时间，700 多万人的安居乐业、生
活稳定将无以为继。
她指出，无论是要消除市民的慌乱、
恢复对香港的信心，
还是要让香港经济复
原，
都需要首先停止暴力。希望社会各界
放下歧见，
共同反对暴力，
尽快恢复秩序。

记者手记

看
“反中乱港”头面人物如何玩
“变脸”
香港暴力事件不断升级、违法乱象
外商、
访港游客等的人身安全都毫无保障。
持续蔓延背后，是一小撮“反中乱港”分
“严重损害香港法治”……为了“反
子不断煽风点火，甚至勾结外部势力，出
修例”，李柱铭还飞去加拿大和美国，对
卖香港，出卖国家。他们脸皮不仅够厚
修例极尽抹黑之能事。不知道他去美国
还经常玩“变脸”，今天说是明天变否，只 “反修例”时，有没有告诉美国他是香港
问立场不问是非，更不问真相，把香港拖
第一个提出修例的人？今昔对比，尽显
入混乱危险深渊。
“政棍”之嘴脸。
香港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日前透
“反中乱港”分子玩“变脸”，并非为
露，第一个敦促特区政府去和内地谈移
了社会公义、为了民众福祉，只是为反对
交逃犯协议以及刑事司法互助安排的， 而反对，挑战特区政府的管治权。他们
是“反中乱港”头面人物李柱铭。时任特
要“修例”就是“为了香港整体利益”
“维
区政府政务司司长、现今另一个“反修
护香港法治”，别人提“修例”就是“出卖
例”人物陈方安生接纳了有关修例要求， 港人”
“ 损害香港法治”。其实无论此次
承诺尽快修改法例，早日与内地达成移
修例内容如何，他们都会“跳起来”反对。
交疑犯的司法互助协议。
从“一地两检”、国歌法到此次修例，
1998 年，香港出现了两宗轰动社会
只要有攻击特区政府、扰乱香港的机会，
的刑事案件，一宗是德福花园的“五尸命
反对派就一定不会放过。他们曾妄称，
如
案”，另一宗是“张子强案”。由于两宗涉
果西九龙站实施
“一地两检”
，
港人只要在
及港人的案件均在内地法院审理，引起
车站附近经过，都可能会被内地公安绑
港人关注，李柱铭因此提出议案，促请特
架，
说得很多港人
“好惊”
。但
“一地两检”
区政府以国际社会公认的原则为基础， 实施以来，每天数以万计的旅客进出，他
尽快就内地和香港移交疑犯的安排与中
们宣称的情况并无发生。而当年叫嚣者，
央政府进行商讨及达成协议，
“恢复港人
在议题炒作失败后，也“不顾自身安危”，
对特区司法管辖权的信心”云云。
玩起
“变脸”
，
跑去坐方便快捷的高铁。
去年 2 月，香港居民陈同佳涉嫌在台
香港民建联副主席陈勇接受记者专访
湾杀害怀孕女友后潜逃回港，特区政府
时说，
“反中乱港”
分子最擅长的就是在旁
今年因此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和《刑事
煽风点火，
把一些恐惧放大。就像有人讲
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堵塞现有法律
屋子里有鬼，
黑乎乎的大家心里多少会有
制度的漏洞。这一做法完全符合李柱铭
点害怕。但只要把灯打开，
大家就会知道
当初的议案精神。
屋里到底有没有鬼。现在有些人不停在门
但对于特区政府提出的修例请求， 口讲，
并且声音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人们
这些“反中乱港”分子们“变脸”比翻书还
也就越来越害怕。本来如果条例通过了，
快。当年恳切要求修例的他们开始绘声绘
把灯打开了，
人们就会明白不用害怕。
色地控诉：
修例会拆去
“防火墙”
、
破坏
“两
这些
“反中乱港”
分子，
对于示威游行
制”
，
港人随时随地成为砧板上的肉，
甚至连
中出现的冲突也是两副“嘴脸”：严厉斥

责、
恨不得用放大镜去审视香港警察维护
社会秩序的正常行为，并污蔑为“暴力执
法”；对于真正的施暴者，却公然包庇、极
力美化，
甚至宣扬这是
“无奈之举”
。他们
受到攻击时，
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寻求警
察保护，
他们却还攻击、
破坏人家，
甚至袭
击警察，这种强盗逻辑说明在他们眼中，
只有立场和利益，
没有是非和公义。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只要跟英国
政府立场不一致的人，都要受到惩罚或
打压。香港回归祖国 22 年来，香港居民
从殖民时期的“二等公民”到真正实现当
家做主，依法享有殖民时期根本没有的
民主权利与自由。
“ 反中乱港”分子不去
做有利于香港长远发展的事，反而极力
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甚至“挟洋自重”
“卖
港求荣”，真是无耻至极。
“是谁在玩
‘变脸’
？是谁欺骗市民？
”
叶刘淑仪质问说，
这些人士应该向香港市
民讲清楚，是谁不断向市民讲假话，误导
他们。她说，
现在有些人以
“反修例”
做借
口，找理由不断冲击政府机构，扰乱社会
秩序，甚至令香港在国际失色，让很多想
来做生意或旅游的人感到香港是一个不
安全的城市，
用心非常恶毒。
“ 六 月 的 天 ，孩 子 的 脸 —— 说 变 就
变”。孩子年纪小，情绪不稳定可以理
解。但“反中乱港”头面人物的脸说变就
变，只能说明他们颠倒黑白的本性。希
望善良的香港市民要擦亮眼睛、看清真
相，不要再被这些“反中乱港”分子利用，
不要再让他们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不要
再让他们伤害香港整体利益。
新华社记者 刘欢
（新华社香港 8 月 13 日电）

动态

19 人在香港法院提堂 涉嫌暴动、
袭警等罪
据新华社香港 8 月 13 日电 香港警
方 13 日表示，当天共有 19 人因参与非法
集结、参与暴动、袭警等罪，分别在香港
多个法院提堂。
在香港警方当天召开的记者会上，
警务处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介绍
称，当天提堂的 19 人中，有两人被控袭警
罪，其中一人在沙田被拘捕，另一名女子
涉嫌于 10 日晚在尖沙咀弥敦道以激光笔

照射警员眼睛。
此外，警方 11 日晚在尖沙咀警署附
近拘捕 30 人，其中 16 人被控参与非法集
结罪，一名男子被控参与暴动罪。这 17
人 13 日下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
近日陆续有多人因涉嫌暴力行为被
指控并提堂。12 日，3 名参与 10 日大埔
非法游行的人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
涉嫌藏有爆炸品或攻击性武器等罪。

5 日，13 名参与 3 日旺角冲突的人提
堂，被控非法集结、故意阻碍警方执行职
务及未能按规定出示身份证等罪。
江永祥介绍，截至 13 日，共有 171 名
警务人员在处理公众活动或示威的相关
行动中受伤，包括 160 名男性和 11 名女
性，年龄在 20 岁至 54 岁之间。其中较为
严重的包括骨折、断指、面部骨裂等，有
个别警员因受伤已请病假超过 50 天。

新 华 社 北 京 8 月 13 日 电 8 月
13 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
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国贸易代
表 莱 特 希 泽 、财 政 部 长 姆 努 钦 通
话。中方就美方拟于 9 月 1 日对中

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问题进行了
严正交涉。双方约定在未来两周
内再次通话。
商务部部长钟山、中国人民银
行行长易纲、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
吉喆等参加通话。

中国包揽国际军事比赛“安全环境”第一
在“ 国 际 军 事 比
赛-2019”
“安全环境”
项目
单组赛中，
中国参赛队快速
通过雷爆区（8月8日摄）。
“ 国 际 军 事 比
赛-2019”
“安全环境”
项目
接力赛 12 日在新疆库尔勒
赛区举行，中国队以 20 分
42 秒的成绩夺冠。至此，
“安全环境”项目比赛全部
结束，中国队包揽“安全环
境”
项目全部比赛第一。
新华社发

最高检依法对陈刚决定逮捕
新华社北京 8 月 13 日电 最高
检 13 日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原
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常委陈刚涉
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

查 终 结 ，移 送 检 察 机 关 审 查 起 诉 。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
受贿罪对陈刚作出逮捕决定。该案
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两伊外长反对域外国家派兵

林郑月娥呼吁社会各界反对暴力、维护法治
器攻击警务人员，
导致警员受伤。
她指出，一些人以自由或正义的名
义，但其实不断做出破坏行为，目无法
纪，损害香港法治。这些破坏行为让香
港社会陷入慌乱局面，很多市民担心能
否正常上班上学，也有很多人周末放弃
外出消费和会友。
她批评，有人为摧毁香港法治而大
规模攻击包括警队在内的执法机关，鼓
吹仇警、黑警言论，利用一些未经证实的
图片、短片恶意攻击警务人员，甚至将攻
击蔓延到警员家属。她强调，香港警队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牵头人通话

英国再向海湾派
“护航”军舰

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复会
新华社香港 8 月 13 日电（记者 郜
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13 日表
示，大规模恶意破坏行为如果持续，可能
将香港推向“粉身碎骨的深渊”。她呼吁
社会各界反对暴力、维护法治，待社会恢
复平静后真诚对话、重建和谐。
特区行政会议当天复会。林郑月娥
在出席会议前对传媒表示，过去一星期，
大规模恶意破坏行动在香港各区蔓延，
包
括堵塞铁路、瘫痪机场、围堵过海隧道、攻
击各区警署等，
使市民出行和上下班受到
影响。有人使用汽油弹、烟雾弹等升级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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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
民进党及其当局
应立即收回涉港黑手
本报讯（记者 白波）针对民进党主席
卓荣泰 8 月 12 日有关涉港言论，国台办发
言人马晓光昨日应询表示，卓荣泰其人此
番大放厥词，企图对香港近期事态推波助
澜，搞乱香港；企图通过污蔑攻击大陆、诋
毁“一国两制”，煽动岛内民粹，谋取选举
利益，
是不会得逞的。
“近期香港局势复杂严峻，
民进党及其
当局在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我们
正告民进党及其当局立即收回伸向香港的
黑手，
否则必将自食恶果。
”
马晓光说。
马晓光表示，在中央政府坚定支持
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各界完全
能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保持香港长期繁
荣稳定。

外交部驻港公署敦促
美议员与极端暴力分子
划清界限
新 华 社 香 港 8 月 13 日 电（记 者 郜
婕）针对媒体报道美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
袖麦康奈尔等日前发表“暴力镇压不可接
受”
“北京侵蚀港人自治和自由”等错误言
论，外交部驻香港特区特派员公署发言人
13 日表示，美国会有关议员无视事实，颠
倒黑白，毫无根据地诋毁中央和特区政
府，向极端暴力分子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发言人表示，香港一小撮激进示威者
不断升级极端暴力行径，屡屡用极其危险
和残忍的方式袭击警察，粗暴践踏香港法
治和社会秩序，严重威胁市民生命安全，
严重挑战香港繁荣稳定，严重触碰“一国
两制”底线。美国对自己国内发生的袭警
行为毫不手软、严惩不贷，但对香港却故
意选择性失明，把香港警察忍辱负重、文
明执法污蔑为“镇压”和平示威。这只会
让世人更加看清美方一些政客的傲慢与
偏见、伪善与冷血、自私与霸道。
发言人指出，香港回归 22 年来，
“一
国两制”
、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得到切实
贯彻落实，香港同胞真正实现了当家做
主，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广泛权利和自
由。香港法治指数全球排名从 1996 年的
60 多位大幅跃升到 2018 年的第 16 位，高
于美国目前的全球排名。铁一般的事实
不是美政客想抹黑就能抹黑的。难道香
港彻底沦为“暴力之都”才是他们乐见的
结果？才是他们心中想要的自治和自由？
发言人强调，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
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国家、
组织或
个人以任何方式干预。任何人都不要低估
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的
坚定决心，都不要痴心妄想我们会屈服于
外国干预势力的威胁与压力。我们强烈敦
促美有关政客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
尊重绝大多数香港市民反暴力、
护法
治、撑警队的正义要求，摆正位置，认清形
势，
立即与极端暴力分子划清界限，
立即停
止插手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综合新华社消息 英国海军“肯
特”号护卫舰 12 日起航驶向海湾，加
入美国牵头的
“护航联盟”。同一天，
伊朗和伊拉克外交部长分别反对海
湾地区以外国家向这一地区派兵，前
者警告，
海湾正在变成
“火药桶”。
“肯特”
号护卫舰指挥官安迪·布朗
告诉路透社记者，
英方就海湾局势的立
场不变，
依旧致力于缓解紧张局势。
据报道，
“肯特”号将接替早先派
往海湾的“邓肯”号驱逐舰执行护航
任务。英方 7 月以来向海湾派遣“邓
肯”号和“蒙特罗斯”号护卫舰，护送
数十艘英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英方官员先前说，
“蒙特罗斯”号
将按计划接受维修保养，随后持续驻
扎中东至 2022 年。

伊朗外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
里夫 12 日告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
海湾水域“狭窄”，
“ 外国军舰增加存
在，
将使那里变得更不安全”。
扎里夫说：
“ 因为美国及其盟友
投入大量武器装备，这一地区已经变
成火药桶，
随时会被引爆。”
伊朗邻国伊拉克政府外长穆罕默
德·哈基姆 12 日同样反对域外军事力
量进驻海湾。他在社交媒体
“推特”
写
道：
“海湾国家能够共同确保船只航行
安全。伊拉克寻求以冷静的谈判缓解
地区紧张局势……西方军事力量在这
一地区的存在将加剧紧张。
”
美联社报道，美国的盟友中，迄
今仅英国决定加入
“护航联盟”；不清
楚美方是否邀请以方加入。

中国赴美游客数量继续减少
据新华社美国明尼阿波利斯 8
月 12 日电 美国国家旅游局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弗·汤普森日前
表示，中国一直是美国旅游业极其重
要的旅游客源国。2018 年中国游客
在美消费额仍居首位，但中国赴美游
客数量出现下降，并且今年以来继续
减少。
汤普森出席在明尼苏达州明尼
阿波利斯市举行的美国国家旅游局
营销委员会会议和董事会会议时向
新华社记者表示，中国是世界第一大
出境旅游客源国，对于想努力扩大国
际旅游市场份额的国家来说极其重
要。
“ 我们一直关注当前的中美经贸
摩擦，因为它会对旅游业产生影响。”

他说。
据美国官方统计，2018 年赴美
中国游客数量比上年减少 6%，15 年
来首次出现下滑。据此次会议举办
地明尼苏达州的旅游机构统计，该州
去年接待中国游客数量减少 5.8%，
为近年来首次下滑。
明尼苏达州旅游推广机构高级
经理贝丝·赫勒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说，中美经贸摩擦不仅影响旅游
业，还影响到很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
和消费。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作为推动
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国际赴美
游客目前支持着大约120万个美国就
业岗位，
推动了美国多行业的发展。

俄罗斯疑似测试新型导弹失败
据新华社电 不幸在近日火箭
试验事故中遇难的 5 名俄罗斯核工
程师 12 日在俄核设施中心所在地萨
罗夫市下葬。俄国家原子能公司称
赞 5 人所做贡献。俄总统弗拉基米
尔·普京将追授他们国家荣誉。
不过，
一些媒体根据俄官方披露
的信息推测，
火箭试验事故可能是俄
方测试新型核动力巡航导弹失败。
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阿
列克谢·利哈乔夫称赞 5 人是“真正
的英雄”、国家和原子能领域的“骄
傲”。俄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利哈
乔夫的话报道，
“对他们最好的致

敬”就是坚持到底、继续研发新型核
武器。
俄国防部和国家原子能公司 10
日公布这起 8 日发生的事故。事发地
为俄西北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尼奥
诺克萨村附近海军靶场，
工程师测试
火箭发动机“核同位素动力源”时发
生爆炸，
导致 5 人死亡、
3 人受伤。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俄国防部
和国际原子能公司没有披露失事火
箭 的 类 型 ，只 说 它 使 用 液 体 推 进
剂。一些俄罗斯媒体猜测，火箭实
际是总统普京去年经由国情咨文首
次披露的
“海燕”
核动力巡航导弹。

悉尼一男子持刀伤人 一中国公民受伤

8 月 13 日，在澳大利亚悉
尼，警方取证人员在事发现场
拍照。
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 13
日发布新闻公报说，澳大利亚
悉尼市中心当天下午发生一
起一名男子持刀伤人事件，导
致多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中
国女性公民。
新华社记者 白雪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