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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陕苏区创建人——吴焕先

吴焕先，1907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
县紫云区四角曹门村（今河南省新县箭
厂河乡竹林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35年8月21日，红25军在甘肃泾川
四坡村附近南渡汭河时遭国民党军突然
袭击。吴焕先在指挥部队抢占制高点的
战斗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8岁。

吴焕先，1907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
县紫云区四角曹门村（今河南省新县箭
厂河乡竹林村）。1923年考入麻城乙种
蚕业学校，开始接受革命思想。1925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回家乡组织农民协
会，建立农民武装。

1927年11月，吴焕先率紫云区农民
武装参加黄麻起义。后带领部分武装在
黄麻地区和光山县南部坚持武装斗争，
为开辟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苏区创
造了条件。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
苏区后，吴焕先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
总司令，参与领导重建第 25 军，任军
长。在国民党军重兵划区“清剿”、苏区
大部丧失的严峻形势下，指挥部队连续
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
利。1934年4月，第25、28军合编为第
25军后，吴焕先任政治委员。

1934年11月奉中共中央指示，吴焕
先率部进行长征，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
进入陕西南部秦岭山区，广泛发动群众，
建立民主政权，组织地方武装和发展红
军主力，开展游击战争，领导开辟了鄂豫
陕苏区，先后任中共鄂豫陕省委副书记、
代理书记。

1935年7月，吴焕先率部西进，接应
中共中央和红军北上。同年8月21日，
红25军在甘肃泾川四坡村附近南渡汭
河时遭国民党军突然袭击。吴焕先在指
挥部队抢占制高点的战斗中，不幸中弹，
壮烈牺牲，年仅28岁。

为了纪念吴焕先烈士，1961年，当
地政府对竹林村小学进行了修复，并将
其命名为“焕先小学”。“每年清明节或重
要节日，都会组织学生参观吴焕先烈士
的故居，学习他的先进事迹，传承革命精
神。”焕先小学校长叶嵩说。

在竹林村，除了吴焕先烈士的故居
外，当年他创立的党小组办公旧址和农
民协会旧址也保存了下来，整个竹林村
成了新县开展红色教育的重要基地。去
年，前来参观吴焕先故居的游客达到了
13万人次。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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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杜江茜）
距离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在
四川完成督察，已经一年有余。这
场“席卷”全省的环保“飓风”，如
今依然在继续。全省扎实推进整
改中央环保督察和省级环保督察
中发现的问题，并对省级环保督察
发现问题整改情况实施月调度和
月通报。

据四川省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

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31日，四川
省级环保督察发现的8924个环境问
题，已完成整改8389个，整改完成率
94.0%。其中，甘孜州、广元市、成都
市、自贡市和乐山市的问题整改完
成率较高，排名全省前五。

具体而言，各市（州）问题整改
完成率较高的为甘孜州98.2%、广元
市98%、成都市97%、自贡市96.2%、

乐山市95.2%；问题整改完成数量较
多的为成都市1113个、宜宾市569
个、凉山州563个、南充市483个、绵
阳市455个、自贡市453个。

按照9大类进行分类统计，整改
完成率依次为：环境目标考核类
100%、综合管理类98.6%、污染源类
98.5%、其他类96.6%、环境保护决
策部署贯彻落实类95.9%、生态类
94.4%、基础设施类88.7%、饮用水

源 保 护 类 86.9% 、环 境 质 量 类
70.7%。

“一抓到底，严格逗硬，问题不
彻底解决，决不罢手。”省落实中央
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全省将把环境保护的分工、追
责、考核与环保督察互联互通，推动
环保督察常态化，让四川天更蓝、地
更绿、水更清。

“革命到底”的优秀党员——郝清玉

郝清玉，1904年出生于河北省正定
县。1924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3
月，郝清玉奉调回中共顺直省委工作，由
于叛徒出卖，同年4月被捕。1935年9月
病逝于监狱，年仅31岁。

郝清玉，1904年出生于河北省正定
县。1918年到北平做制鞋工人。1924
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裕华鞋庄建
立了正定县第一个工人运动党支部。

1926年1月，根据中共北方区委指
示，中共正定地方委员会成立，郝清玉担
任地委委员，在当地努力发展党员。
1925年五卅惨案后，郝清玉等领导成立

“正定各界沪案后援会”。1927年6月，
和尹玉峰等领导正定农民暴动，打击了
军阀的气焰，培养锻炼了正定党的干部。

1928年春，郝清玉奉调天津，担任
中共顺直省委委员兼省委农运部长。同
年12月，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北方区
党代表会议召开，会议改组了顺直省委，
郝清玉当选为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

1930年夏，郝清玉以省委常委和巡
视员的身份，调任中共保定特委书记。
在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形
势下，郝清玉从实际出发，坚持用正确的
斗争策略，加强特委对党的地下斗争的
领导，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党的损失，较好
地保存了党的力量。

1931年3月，郝清玉奉调回中共顺直
省委工作，由于叛徒出卖，同年4月被捕。

当敌人告诉郝清玉只要在所谓“反
共启事”上按个手印就可以重获自由时，
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敌人说：“要我叛党做
不到！你们对日妥协投降，对内反人民，
应该反省，我是革命到底，无过可悔！”

由于长期艰苦的斗争环境和监狱恶
劣的生活条件，郝清玉身患重病得不到
及时医治，于1935年9月病逝于监狱，年
仅31岁。

正定县史志办主任韩永生说，郝清
玉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他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革命先烈。我
们要铭记革命烈士为国家解放和民族富
强而牺牲的精神，学习革命烈士顽强不
屈的崇高品质，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
福生活。 据新华社

国庆参加了几场婚礼，送了多少
份子钱？是不是感觉朋友圈都被婚庆
承包了？

十一期间，婚庆市场也迎来“黄金
周”。成都一婚庆工作室，国庆一天承
接婚礼数相当于平时一个月的量。而
个性化定制婚礼也日益受到年轻人青
睐，“火烈鸟”等网红元素成为婚礼新
宠。

“假期吉日”
提前4个月预约排满

“今年10月3号最火，提前4个月就
接满了。”80后刘洋在成都经营一家婚
庆工作室。今年10月，工作室承担了
30余场婚礼的策划布置，其中一半集
中在国庆。

从事婚庆行业近10年的她，已经
为3000多对新人策划过婚礼，每年国
庆前后都尤其忙碌。“9月初就开始筹
备国庆工作，布场肯定是最辛苦的，感
觉站着都能睡着。”

和刘洋一样的还有婚礼策划师刘
秀，她所在的工作室平时一个月可能
接5场婚礼，今年10月3号、4号这两天，
平均每天都有5场。

翻看刘秀的朋友圈，4号凌晨3点
才收工的她写着：“明天早上5点还要

给新娘送衣服，也不晓得该不该睡。”

“网红火烈鸟”
成婚礼新宠

“现在的年轻人，对婚礼的核心诉
求有所变化，不再是鲜花越多、排场越
大越好，而是能够体现个性化情感和
独特的审美情趣。”成都一家专做个性
化定制婚礼的蔡先生说。

刘秀也感受到，90后新人在婚礼
布置上有很多“小心思”，喜欢个性化、
时尚的元素。在她国庆承接的婚礼
中，有好几场都是以当季“网红”火烈
鸟为主题。火烈鸟象征着忠贞、矢志
不渝的爱情，也难怪许多新娘们都爱
它。既有高颜值，又有不失唯美的寓
意。

虽说是个性定制，但年轻人的喜
好也有相似之处。例如夏天都偏爱小

清新的冷色调，冬天则以金色、红色
等为主。“粉色系、复古风都比较受欢
迎，像今年流行的火烈鸟、仙人掌等
元素，有不少新人要求用在婚礼上。”
刘洋说。

90后婚礼
花钱不手软

业内人士介绍，个性化定制婚礼
一般没有统一定价，新人报一个价格，
婚庆公司给出相应设计方案。在某互
联网平台上，成都不同婚庆工作室，婚
礼套餐费用各不相同，大部分集中
在1万-5万元之间。

如今，婚礼主角早已从70、80后变
为90、95后。在刘洋看来，90后新人在
婚礼上更舍得花钱。“我们这边1万元
算是一个分水岭，以前预算几千元的
居多，现在大概60-70%的客人，婚庆
这项花费在1.5万元左右。”

刘秀透露，国庆策划的几场婚礼，
费用大多接近2万元，以往新人们的婚
庆预算多在8000元左右。绝大多数新
人都会提前2个月甚至半年预约，因此
国庆期间的价格与平时相比，并没有
明显涨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熊英英
见习记者申梦芸

设置乡村环境网格员
每天巡查发现问题立即反映

环境改变，并非悄无声息。
这两年，家住资阳市临江镇斑

竹村的村民陈建平感触颇深，开了
十多年小卖部，他看着自家门前的
池塘被一点点移除垃圾，重回清澈，
也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蓝天白云
下，绿树村边合的田园景致。

“环境好了，谁还愿意再变回
去？”陈建平告诉记者，如今，村民们
都自发地不再乱排放污水、随地烧
秸秆，丢垃圾，“加上每天有网格员
来巡查、宣传，大家都有了环保意
识。”

事实上，设置乡村环境网格员，
只是环境监管网中的一环。邓发潮
告诉记者，资阳从市、县、乡、村每一

级相关部门、相关领导都有明确的
责任清单，党政领导干部履行环保
职责的情况将作为选拔任用、评优
评先的重要参考。

“以前我们这里的环境确实没
这么好。”到任至今，张榕已经做了
四年的临江镇党委书记，她经历着
这个小镇19个村（居）环境的巨大转
变。张榕坦言，曾经，临江镇企业和
养殖户都有将污水、粪水直排河中
的情况，村民们也都习惯垃圾随处
丢，秸秆就地烧。

这几年，按照“属地管理、分级
负责、责任到人、监管到位”的要求，
临江镇开始实行领导包片、镇干部
包村、村干部包社制度，一一签订目
标责任书，目前，全镇已经建立了19
个村级网络、278个社级网格，通过

“问、望、看、闻、听、查、走、访”等8种
方式，全面推进网格化巡查管理。

“这些网格员就是我们环保监
管的‘眼睛’，发现问题就反映给负
责的村干部。”张榕说，推行网格员
巡查管理以来，临江镇115户发现问
题的规模养殖厂、1个群众反映强烈
的砂石厂，均被责令关闭。

乡村网格员的工作要“逗硬”，
临江镇斑竹村总支书记余和顺告诉
记者，2015年时，20社社长就因为
环保督查不到位7次，被扣除了当年

的绩效工资700元。另一边，邓发潮
也透露，秸秆禁烧规定颁布后，安岳
一位点火焚烧秸秆的农户被顶格处
罚2000元，相关负责村、镇领导也
分别被给予处分。

环境教育到居民
每年6月是环保集中宣传月

如果说一张四级监管网络的铺
开，打通了环保监管的最后一公
里。那么，环保集中宣传月的设立，
则是将环境教育精准到了每一位市
民。

据了解，为更大程度上宣传好
环境保护，资阳市委市政府自2017
年起，就把6月定为全市环境保护集
中宣传月，以形成全市上下共同关
心、支持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强
大合力。

9月28日下午，在资阳市半山
社区，一场环保专题的道德讲堂正
在举行，据社区支部书记吴家鹏介
绍，环保志愿者和有积极性的业
主，会定期轮流展开环保知识的普
及讲座，以期在居民心中树立起参
与环保的意识。另一个房间里，环
保志愿者们正在教居民们如何废
物利用，将家中废弃的纸牌做成装
饰品，以实现资源再利用。

同一时间，安岳县城北乡柳溪
村的网格员们正在记录着培训内
容，这场培训的主讲人是安岳县环
保局副局长付德娟，会议室里，农村
生活生产环保常识的普及正在继
续，而室外，清朗天空下，郁郁葱葱
的柠檬树生长良好。

作为安岳重点打造的新农村，
处于安岳县上风上水位置的柳溪村
并没有企业入驻，因为处于水源保
护区内，全村没有一家农家乐，柠檬
种植和小规模家禽养殖是主要产
业。“我们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还是安岳县的重点水源保护地，所
以我们的环境底子是很好的。”柳
溪村党支部书记严长明坦言，为了
保护水源，防止乱排乱放，村两委提
倡村民种养结合，将粪水循环利用
到种植上，以减少污水排放量。

另一方面，这些年，村里尝试用
多种方式向村民们灌输环保理念。

“你看这个围裙，就是我们的
‘围裙行动’，每一个围裙上都印着
标语。”严长明拿出一件印有“爱护
环境”四个大字的围裙，他告诉记
者，爱护环境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的
标语，围裙行动中，柳溪村将村民公
约缩减成24个字，印在围裙上。“这
种方式更容易让村民接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

打通环保监管最后一公里
资阳从“被约谈”到6月空气质量全国18位

距离成都中心城区87公里，资
阳地处成渝经济区腹心地带。优
越的区位条件下，城市正处于建设
成渝门户枢纽、临空新兴城市的新
时期，其中，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
建设是绕不过的主题之一。

知易行难，对资阳而言，2015
年，就因畜禽养殖污染整改和查
处不力，资阳市政府被环保部西
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约谈。同
时，2015、2016连续两年大气环境
质量改善连续未完成目标任务。

迎难而上，在推进“环境立
市”的战略下，资阳建立起了市、
县、乡、村四级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体系，力求打通环保监管的最后
一公里。

“资阳的蓝天正越来越多，水
也越来越清。”资阳市环保局局长
邓发潮拿出了一组数据，今年1-8
月，资阳市的环境空气质量较去
年同期实现较大改善，细颗粒物
平均浓度实现同比下降。7月22
日，生态环境部对外通报了2018
年6月和上半年（1-6月）空气质量
状况，其中，资阳市6月的空气质
量排名全国第18位。同时，沱江
干流资阳段两个国控断面全面达
标，资阳主城区饮用水源地老鹰
水库水质全面达标。

国庆婚礼扎堆
浪漫忠贞的“火烈鸟”主题蹿红

截至八月底，四川环保督察发现的8924个问题
已整改完成8389个

整改完成率

在资阳市半山社区，环保志愿者们教居民用家中废弃的纸牌做装饰品，以实现资源再利用。（受访者供图）

“网红火烈鸟”扮靓成都90后婚礼。（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