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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5月，贺龙响应广东革
命政府的号召，率部参加北伐战
争。贺锦斋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1
师团长、代理旅长，指挥所部参加
了澧县、斗湖堤、武胜关、逍遥镇等
战斗，屡建战功。

1927年6月15日，在北伐进军
途中，贺龙所率领的独立15师升编
为国民革命军第 20军，贺龙任军
长，贺锦斋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
1师师长。7月下旬，全军遵照中共
中央指示，抵达南昌。8月1日凌晨
贺锦斋率1师担任正面主攻，参加
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起义中，
贺锦斋率部主攻第五方面军朱培德
滇军精锐警备团，全歼守敌，取得
了南昌起义的决定性胜利。

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中，面对
严峻的形势，贺锦斋处处以身作
则，与战士同甘共苦，鼓励大家坚
持斗争到底。指挥所部参加了瑞
金、会昌等战斗。起义军在潮汕地
区失败后，与部队失去联系，他克
服千难万险，10月底辗转至上海，
寻找党的组织。

同年冬，贺锦斋奉中共中央指
示到湖北监利、石首一带组织游击
队，开展武装斗争，配合南县、公安等
地年关暴动。在此期间加入中国共
产党。

1928 年 3 月，贺锦斋随周逸
群、贺龙等回湘西建立革命武装和
根据地，曾率部在桑植葫芦壳设
伏，消灭贵州军阀部队数百人，活
捉其旅参谋长。同年7月，中共湘
西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军第
4军成立，贺锦斋任委员和师长。
率部在石门、津澧一带，率部发动
群众，开展游击斗争。

9月，在石门泥沙镇战斗中，为
掩护主力突围，贺锦斋率警卫营和
手枪连奋勇冲杀，壮烈牺牲，年仅
27 岁。实践了他“吾将吾身交吾
党”“誓为人民灭豺狼”的钢铁誓
言。 据新华社

贺
锦
斋
像
。（
资
料
图
片
）

英
烈
档
案

贺锦斋：
誓为人民灭豺狼

贺锦斋，1901 年生，名文绣，乳
名春生，湖南桑植人。1916 年贺龙
两把菜刀闹革命，组织讨袁（世凯）
护国军的壮举，为贺锦斋所景仰。
1919 年入贺龙部当卫士，由于作战
勇敢，由士兵逐级递升至团长。

牙齿好比一栋大楼的地基，密切
影响着食物的咀嚼。咀嚼好了，营
养才能吸收。种植牙因其咀嚼力似
真牙、维护得当可使用一辈子，性价
比非常高。此次爱心行动，特向蓉
城市民提供多个4元做牙名额，100
元当 1000 元花，人人都可以参与。
也有巴蜀明星到场助阵。有牙齿问
题的市民请拨打 028-96111 报名咨
询。

电话预约免费口腔检查
包含挂号、CT、全景片在内的价值

千元的口腔全面检查免费预约。缺牙
市民可通过检查，查看牙槽骨情况，是
否可做种植牙。牙齿松动，烂牙根的
市民也可看是否有机会保留自己的牙
根。

充抵省钱，现金翻倍，电视冰箱，
国外游……

6月9日当天，市民可欣赏《幸福火巴

耳朵》里面的演员铁公鸡、钢豌豆、赖
二娃、钟忠等带来的国粹变脸、口技表
演，新生代歌手唐小宝带来的新派散
打评书、唱歌等精彩表演。同时，可与
现场医生面对面沟通口腔问题，还有
超多护牙福利，为缺牙市民省钱。具
体优惠如下：

一、4元做牙：多个爱心种植体、
牙冠、儿童项目等

二、现金翻倍花：100元当1000
元用

三、巴蜀乐生活：巴蜀笑星签名
合影零距离

四、充抵省更多：充钱种牙、矫正
可省1000-40000元

五、趣味砸金蛋：冰箱、电视、国
外旅游砸出来

集 赞 可 享 更 多 特 惠 。 拨 打
028-96111 看巴蜀明星表演，拿口腔
福利！

“珍珍”进入发情期
常去邻居家“串门”

2017年，大熊猫“草草”作为首
只圈养大熊猫野外引种，成功与野
生大熊猫实现自然交配并产仔，圈
养大熊猫野外引种工作取得重大突
破。2018年 3月5日，经过为期两
个月的适应性训练，大熊猫“珍珍”
从卧龙核桃坪基地安全转运至卧龙
自然保护区天台山区域进行野外引
种试验。为有效保证人员及大熊猫
自身安全，到达天台山适应圈后，科
研人员每天通过饲喂和零距离接
触，减少其应激反应。两个月后，

“珍珍”不断熟悉天台山区域自然环
境，并与科研人员建立了良好关系。

5月7日，“珍珍”进入发情期，
活动范围逐步向适应圈外扩散。科
研人员每天通过集成录音和无线电
GPS颈圈对其进行跟踪监测，由于
卧龙自然保护区天台山区域与草坡
自然保护区相邻，并有野生大熊猫
走廊带，已经发情的“珍珍”为寻找
野生大熊猫，常在两个自然保护区

间来回穿梭，活动范围较广且移动
速度较快，一段时间以来，保护研究
中心科研人员经常在卧龙与草坡两
地间，通过颈圈无线电信号进行跟
踪监测。

熊猫已被安全回捕
今年内不再野外引种

5月30日，科研人员通过“珍珍”
的GPS颈圈数据分析，它已到达草坡
自然保护区金波乡，且处于相对低的
海拔，并在该区域长时间停留。

“经过数据分析，我们判断它已
过发情高峰期。”保护研究中心科研
人员介绍，5月31日上午，保护研究
中心接到来自草坡自然保护区工作
人员的消息，一只大熊猫进入农家
地，“经过识别戴在脖子上的颈圈和
现场传回的图片，我们确定这就是
大熊猫‘珍珍’”。

保护研究中心立即采取应急措
施，赶赴草坡自然保护区，最终将大
熊猫“珍珍”安全回捕，并顺利转运
回保护研究中心耿达神树坪基地。

做牙福利，100当1000元花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寰）5月
30 日下午，《四川人才发展报告
（2018）》发布会暨新时代国家中心城
市人才发展论坛在西南财经大学召
开。此次发布会，结合当前特大城市
人才发展新问题，提出了新时代国家
中心城市人才“集聚培育”体系的建
设策略。

报告显示，四川人才竞争力整体
发展水平位居中西部第1位，全国第
10位。

2017年7月，成都发布产业新政
50 条、人才新政 12 条等创新举措，
明确通过打造人才集聚培育体系，
加强高端人才激励、鼓励青年大学
生来蓉创新创业、大力培育高技能

人才、发放“蓉城人才绿卡”、加强人
才住房保障等措施强化人才支撑体
系建设。特别是颇受全国关注的率
先敞开“学历落户”大门，加大人才
公寓配置力度等，截至今年 4 月 26
日，到蓉落户的本科以上人才累计
达 17.62 万人，平均每天 627位人才
落户成都，其中30岁及以下青年人
才成为主力军，以14.14万人占总数
的80%。西部人才磁极呈现出量质
齐优的新特点。

数据显示，成都人才新政实施至
今，超10万本科及以上人才汇聚成
都，白领招聘活跃企业数和求职者新
增有效简历量均排名全国第4位，位
居新一线城市榜首，并超越上海。成

都职场竞争指数仅次于北京，经济活
力明显增强，成为最受求职者欢迎的
新一线城市。

成都已成为95后人才求职最热
门城市之一，居全国第3位，排在北
京、上海之后，超过深圳、广州。成都
企业以6859元/月的招聘薪酬排名全
国第6位。

四川已成为中国西部吸引外国留
学生发展最快、最有发展潜力的省
份。2010年至2016年，四川外国留
学 生 人 数 从 仅 仅 4407 人 增 长 至
10796人，六年间增长2.5倍，四川外
国留学生人数居西部地区第三位。
表明四川对外国留学生吸引力显著
增强。

95后人才求职热门城市
成都仅次于京沪列第三

汶川滚滚下山逛寨子
系野外引种大熊猫“珍珍”
目前已被安全回捕，年内将不再野外引种

31日，一只大熊猫大摇大摆走进汶川县草坡乡农田里，“视察”了
庄稼和挖掘机，又翻了村民家的食物，不仅不怕生，还走出了一

副悠然气质。视频发到网上后，网友大呼“可爱到受不了”。有人注意到，
这只大熊猫脖子上挂着类似追踪项圈的器材，怀疑是用于科研的熊猫。6
月1日，这只滚滚的身份确定，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发布通告称，这只
熊猫是今年3月开始进行野外引种试验的大熊猫“珍珍”，目前，它已被安
全回捕，并顺利转运回保护研究中心耿达神树坪基地。工作人员称，今年
内，“珍珍”将不会再进行野外引种。

下一步，科研人员将密切关注大熊猫
“珍珍”的活动、采食情况，做好各项
生理指标和行为监测。“现在不能确
定它是否已成功交配，要等两个多月
后，看它是否产仔。熊猫发情期在每
年3至5月，只有在发情期才会交配，
所以今年内不会再放它到野外引
种。”保护研究中心工作人员说。

“近年来，随着圈养大熊猫种群
不断壮大，圈养大熊猫种群为野化放
归及野外引种实验提供了丰富的实
验个体。开展圈养大熊猫野外引种，
不仅有利于研究圈养大熊猫在野外
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和行为表达方式，
同时也能够研究圈养大熊猫与野生
大熊猫的交流情况，更深入地开展野
生大熊猫交配机制、社群关系、生态
环境利用等方面的研究。”中国大熊
猫保护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张志忠说，
此次大熊猫“珍珍”在两个自然保护
区之间迁徙引种，并能实现顺利回
捕，再一次论证了圈养大熊猫野外引
种的科学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
雪 受访者供图

5月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秋凤）成
都将再次展示国际范儿的魅力。6
月2日，成都市对外开放大会将召
开。届时，外国驻成都、重庆、昆明
领事机构代表、世界500强企业代
表、外国商协会代表、外国创业企业
代表将到场，面对面讨论，为成都进
一步对外开放来一场脑力激荡。外
交部、发改委、商务部、海关总署领
导，以及香港贸易发展局、上海自贸
试验区、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
院的代表也将进行主题发言。除此
之外，会上还将讨论《中共成都市委
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构建国际
门户枢纽全面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的意见》。

据悉，本次大会为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关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
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四川省融入国家战略打造
立体全面开放格局的嘱托，围绕新
时代成都“三步走”战略目标，部署
建设西部对外交往中心、国际门户
枢纽以及全面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等重点工作，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
世界城市奠定坚实基础。

成都今日召开
对外开放大会

5月31日，一男子从重庆
乘坐出租车至四川万源市，

疑似劫持出租车驾驶员。万源警方
接警后，在万源城区将该出租车截
停。警方处警过程中，男子持刀反抗，
经口头警告无效后，警方开枪击中其
腿部将其制服。6月1日凌晨，万源警
方发布警情通报，称犯罪嫌疑人彭某
无生命危险，案件正在侦办中。

事发后，万源警方处置整个警情
仅用了25分钟，此举获得市民和网
友点赞。

两次报警
万源警方当晚8：38出动

“出租车副驾驶坐着一名男子，一
声不吭。出租车后排也坐着一名男
子，加上驾驶员，一共三人。”据四川省
高速公路达州分公司万源管理处（万
源收费站）工作人员介绍，5月31日晚
8点半左右，一辆重庆牌照的出租车出
现在万源境内，这让他们觉得“有些奇
怪”，所以特别注意了车内情况。

开车的驾驶员在向收费员递卡
时，特意做出了“报警”的口型，顿时引
起了收费员警惕：要么这辆车有问题，
要么就是车上的人有问题。该出租车
下高速后，当事收费员立即将情况反映
给万源监控中心值班人员，并让他们报
警。大约5分钟后，警方接到报警。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高速公路收
费员报警之前，坐在出租车后排的人，
曾在万源出口下高速前通过他人报过
一次警。“坐在副驾驶的男子，就是后
来持刀反抗民警的男子。另外两名男
子，一人负责驾驶，另一人坐在后排。”

该知情人士介绍，可能是副驾驶位置
注意力和视野都比较有限，给了后排
男子报警的机会。

“民警透露，车上人员第一次报警
的过程比较曲折：通过微信方式与这
辆出租车车主取得联系，在重庆的车
主得知情况后报了警。”知情人士称，
这次报警的接警人员是四川警方还是
重庆警方，目前还不清楚，但基本可以
肯定，万源警方出动的时间，与高速公
路收费员的报警时间基本吻合。

据万源警方通报，5月31日20时
38分，万源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
报警称，一辆渝AT××××出租车被
人挟持至万源境内。接警后，万源市
公安局迅速开展案侦处置工作，在城
区裕丰街萼山剧场门前发现该车。

三次开枪
民警当街制服持刀男子

“警察总共开了三枪，听到第一声
枪响后，路人都跑出来张望。”6月1日
下午，万源城区裕丰街，事发现场斜对
面一家商店店主称，“活了30多岁，这
是第一次亲耳听到枪响”。因为好奇，
他走出门市，只见几名警察正在现场
围堵一名持刀男子，“第二声枪响以
后，我被吓到了，立马躲进店内不敢再
看热闹”。

在记者现场走访过程中，事发现
场多名商店经营者均称，的确是“三声
枪响”。

有目击者称，第一枪是向天开枪
警告。“警察现场劝了至少1分多钟，持

刀男子依然情绪激动，还朝警察冲
去。此时警察开了第二枪，击中持刀
男子腿部。随着警察靠近并勒令其
丢掉手中刀，持刀男子一度把刀扔
了，但很快又捡起来，忍住疼痛打算
冲向警察。这时，第三枪响了，持刀
男子后来没有继续反抗。”

万源警方事后通报称，当晚，民警
在鸣枪警告无效情况下，果断开枪击
中犯罪嫌疑人腿部，将其控制并送往
医院救治。处置过程未造成其他人员
伤亡。目前，犯罪嫌疑人彭某（男，49
岁，重庆人）无生命危险，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警方处置整个事件的过程，仅仅
用了25分钟。

到万源之前
出租车上发生了什么？

犯罪嫌疑人为何不远数百里“劫
持”出租车司机到万源？到万源前出
租车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据知情人士
透露，犯罪嫌疑人最开始并未“劫持”
出租车司机，而是在重庆以租车为名
到万源办事。然而，在高速路上，出租
车司机从犯罪嫌疑人的言语中发现有
较多可疑之处。

随后，出租车司机及其随行人员
便向嫌疑人提出，到目的地万源前是
否可以把租车钱先付了，却遭到犯罪
嫌疑人拒绝，并发生随后的“劫持”事
件。出租车司机及其随行人员机智地
先后两次报警。接警后，万源警方迅
速锁定该出租车，在其下高速刚到达
万源城区便被警方逼停，发生了开枪
将其制服的场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业罗轩

重庆男子疑劫持出租车
四川万源警方开枪制服

先后接到两次报警，警方25分钟成功处置

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制服。

大熊猫“珍珍”。

大熊猫“珍珍”已被安全回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