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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敏：
大义凛然抒写爱国气节

德国奥登河畔的工业重镇法兰克
福有一条“正泰大道”，这是德国历史上
第一条以中国企业命名的道路。

正泰集团成立35年，已成为世界
知名的电器制造企业，产品和服务覆盖
了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的起
点，始于浙南小镇——温州柳市镇。

“40年前的我，还是小镇上缺吃少
穿的农家少年；40年后的我，作为温州
民营经济的一分子，见证了改革开放的
卓越成就。”正泰集团创始人南存辉说。

改革开放初期，在柳市镇的大街小
巷，这位农家少年敏锐地感受到了“时
代正在发生变化”。那时，还在做修鞋
匠的他就觉得镇上兴起的“电器热”是
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1984年，南存辉贷款5万元，和朋
友一起创办了“乐清县求精开关厂”，也
就是正泰的前身。当时的柳市镇上遍
地都是家庭作坊，产品根本不愁卖，南
存辉却提出用赚到的钱买检测和试验
设备，申请生产许可证，还专门到上海
去请技术员。

南存辉说，那时候很多人都觉得他
很傻，但他想，做电器行业，一定要心存
敬畏，敬畏质量，敬畏规则，一定要做高
品质。

正是凭借着在产品质量上的不断
投入，他带领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脱颖
而出。1994年，南存辉招募了柳市镇
的40多家电器企业，正式成立了正泰

集团。
在很多人眼里，南存辉是典型的

“温州人”，聪明、果敢、勤奋。但他又不
是那么的“典型”，假货横行时他是“业
界良心”，炒房成风时他扎根实业。

在他看来，变革创新才是企业发展
的基因。多年来，南存辉带领企业主动
促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培植新兴技
术与服务产业，向能源互联网服务企业
跨越发展。如今的正泰集团在北美、欧
洲、亚太设立3大国际研发中心，年销
售额突破600亿元。

作为温州民营企业家的代表，南存
辉认为，在政策的鼓励与支持下，中国
大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激发了一
代又一代人创业、创新的激情和动力。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温州的探索
实践点燃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星星
之火”。 据新华社

头戴布帽、脚蹬布鞋，这是河南省
卫辉市唐庄镇党委书记吴金印几十年
如一日的装束。他更在乎的是群众，他
常说：“老百姓养鸡为下蛋，养牛为耕
田，养我们干部为啥？如果我们不能为
老百姓办事，连鸡牛都不如。”

参加工作50多年，吴金印三次拒
绝提拔，在乡镇党委书记的岗位上一干
就是40多年，直到今天。他坚持与群
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事同群众商量，
艰苦创业，与时俱进，把一穷二白的唐
庄镇建成了国家级经济发达镇。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狮豹头乡工
作时，吴金印带领群众苦干15年，治水
架桥、植树育林，造出2000多亩良田。
他清楚，土地就是聚宝盆。

1987年，吴金印调任唐庄镇党委
书记。看到群众因缺地而挨饿受穷，他
又带上铺盖卷住进工地。通过筑高低
坝、建消力池、闸沟造地等，至今已造出
1万多亩新地。为防止水土流失，又给
山坡地围上石堰。跑水、跑土、跑肥的

“三跑田”变成“三保田”。“吴氏造地法”
被叫响，他却说，这都是群众的智慧，不
能都算到我头上。

造地解决了温饱，还得想办法致
富。经过调研、征求意见，唐庄镇制
定“东西南北中”发展战略，吴金印将
其凝练为“西抓石头东抓菜，北抓林
果南抓粮，乡镇企业挑大梁，沿着国
道做文章”。

多年发展后，百姓富足了，“石头经
济”带来的污染也严重了。吴金印又采
取“关污染、上环保”措施，关闭100多
家石渣厂，打造成绿色生态园。

“抓住机遇是功臣，错过机遇是罪
人，不找机遇是蠢人。”吴金印很有发
展的紧迫感。上世纪90年代，他去广
东参观时受到启发，回来开会商量，规
划建设产业园区。“一说占地，群众都
支持，为啥？因为是为群众办工业。
只要群众支持，没有办不成的事。”吴
金印说。

如今的唐庄镇，已有世界500强、
国内500强、上市公司等大小40多家
企业入驻，走上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
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道路。

据新华社

南存辉：做电器也要敬畏质量敬畏规则 吴金印：“吴氏造地法”带领群众致富

南存辉在正泰集团企业展厅中（2013
年摄）。 吴金印（右二）在河南省卫辉市狮豹头

乡李沿沟村与乡亲们拉家常（2002年4月
11日摄）。

一边开出租车，一边散发寻女
卡片，他的故事感动了成千上
万的市民，也感动了新闻媒

体。在不间断的新闻报道中，失踪24
年的女儿康英循着线索，终于回到了
父亲王明清身边。

用小女儿的照片
找回失踪24年的大女儿

其实，王明清的寻女卡片上，那
张稚嫩的幼童照片，并不是大女儿康
英，而是他的小女儿。

“女儿1994年失踪时，根本没有
照片，但她们是亲姐妹，长得真的很
像。”他说。

开网约车以来，每遇到一位乘
客，王明清都会重复女儿失踪的经
历，恳求乘客帮他发一条寻人朋友
圈。

三年来，上万张寻人卡片被发了
出去，2018年4月1日，愚人节当天，
他找到了失踪24年的女儿。

如今，虽然父女已经相认，但吉
林和四川相隔千里，康英仍生活在千
里之外。王明清说，找到女儿，是生
活最大的改变，除此以外，相差无几。

早上5点，他会照常出车，中午
12点，他会回家吃饭，再跑到晚上8
点，收车。

12月26日，王明清从网约车后
备箱中，翻出了一个小盒子，里面仍
有上百张寻女卡片，虽然女儿已经找
到，但他并不舍得丢掉它们。

他说，开网约车的时候，总是幻
想着，未来有一天，女儿会无意间坐
上他开的车，与他相认。

幻想的场景未曾出现，但24年寻
女的坚持，终得到了老天的眷顾。

通过网上不间断的新闻报道，女
儿康英循着线索，找到了父亲王明
清，DNA对比成功。

苦寻女儿二十四年，他的故事也
登上了BBC、法新社等国际媒体的首
页，霸屏媒体。

被拐还是走失？
父亲心疼女儿吃了太多苦

然而，在兴奋过后，到了今天，女
儿走失的幕后真相，也让王明清无法

释怀。
女儿走失后所生活的地方，仅与

老家相距20公里；女儿被养父一家取
的本名，叫做康清英，很显然，名字中
包含着父亲王明清的“清”和母亲刘
登英的“英”。

这是巧合吗？王明清觉得，并不是。
“其实，女儿不是失踪，而是被

拐，其中有他养父的参与。”对于女儿

养父一家，他本是怀着感恩的心，感
恩对方把女儿抚养长大。

但得知女儿被拐真相后，王明清
不由得心生芥蒂，“把我女儿拐走，二
十四年，人一辈子有几个二十四年？”

女儿找到了，但她生活在距成都
千里之外的吉林。“天寒地冻，我心疼
她，我会内疚，让她从小受了那么多
苦。”王明清说。

“奇迹父亲”王明清盼来一家团聚

被拐24年的大女儿
把户口迁回四川
与家人“生活”在一起

把户口迁回四川
她要和家人“生活”在一起

不过，血浓于水，父女之间，并没有
因为时间和空间产生隔阂。

寻女成功后，王明清去吉林女儿家
看过，“虽然条件比不上四川，但只要女
儿过得幸福，我不会强迫她回四川，她有
自己的家。”

今年7月，康英再一次回到四川，作
为已婚女性，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她把户口从吉林夫家迁出，迁回了
四川安岳老家，和父母、弟弟妹妹重新回
到了一个户口本上。

有一句俗语，叫“生而不养、断指可
报”，但对于王明清和康英来讲，这句俗
语并不成立，父女感情如初。

寻女二十四年，王明清是当之无愧
的“奇迹父亲”。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智

亲人相见，抱头痛哭。（资料图片）

王明清的全家福。

河北省张家口市怀安县柴沟堡镇
中心花园的中央，矗立着一尊高大的
青铜雕像，铜像身披戎装，一手叉腰凝
望前方。他就是抗日英雄武士敏将
军，一生为中华民族解放而英勇奋斗，
直到跃马前线与日军鏖战为国捐躯。

武士敏，字勉之，1892年出生于
河北怀安县柴沟堡镇。幼年读私塾，
1908年考入宣化中学堂，毕业后入天
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学生时代加入
同盟会。曾参加护国讨袁战争。1918
年参加陕西靖国军，反对北洋军阀。
1925年任国民军第3军骑兵支队长。
1926年赴苏联考察军事。1927年回
国后，任西北军第1师2旅旅长、第42
师124旅旅长兼潼关警备司令等职。
1936年西安事变后，任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169师师长。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武士敏
率部开赴河北、山西抗日前线。1939
年升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8军军长。
1941年5月，中国军队中条山战役失
利。武士敏率领第98军转入敌后，与
八路军一起在山西抗击日军。9月下
旬，日军集中主力将第98军合围在山
西沁水县东峪、西峪。日军多次派人劝
武士敏投降，但均遭拒绝。9月23日，
日军向第98军发起攻击，武士敏指挥
部队顽强抵抗，多次组织突围。9月29
日，武士敏在突围战斗中头部中弹，因
失血过多牺牲，时年49岁。

武士敏牺牲后，晋冀鲁豫边区政
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全区举行追悼
大会，并决定将他的牺牲地沁水县改
为士敏县。 据新华社

“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
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这是
当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
荣臻为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题的词。
以共产党员、班长马宝玉为首的八路
军5位英雄，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
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

1941年8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
军调集7万余人兵力，对晋察冀边区
所属的北岳、平西根据地进行毁灭性

“大扫荡”。9月25日，日伪军3500余
人围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企
图歼灭该地区的八路军和地方党政机
关。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第1团第
7连奉命掩护党政机关、部队和群众转
移。完成任务撤离时，留下第6班班
长马宝玉，副班长、共产党员葛振林，
及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等5名战士
担负后卫阻击，掩护全连转移。他们
坚定沉着，利用有利地形，奋勇还击，
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毙伤90余人。

次日，为了不让日伪军发现连队
转移方向，他们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
向狼牙山棋盘陀峰顶绝路。日伪军误
认咬住了八路军主力，遂发起猛攻。5
位战士临危不惧，英勇阻击，子弹打光
后，用石块还击，一直坚持战斗到日
落。面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宁
死不屈，毁掉枪支，义无反顾，纵身跳
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
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被山
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马宝玉等5位战士的壮举，表现
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
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被人民群
众誉为“狼牙山五壮士”。 据新华社

徐良才任驻澳门部队司令员
新华社澳门1月1日电 中国人民

解放军驻澳门部队1日发布消息：根
据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发的命令，
南部战区联合参谋部作战局局长徐良
才任驻澳门部队司令员。

日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司令员袁誉柏中将来澳门宣布了驻澳
门部队司令员任职命令。

徐良才表示，将与政治委员周吴
刚一起率领驻军全体官兵，全面准确
贯彻“一国两制”伟大方针，尊重并支
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严格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驻军法》等法律法规，履行防务职责，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推动驻军建设发
展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坚实步
伐，同时继续弘扬驻军威武文明、爱澳
亲民的优良传统，坚定守护好每一寸
莲花宝地，为维护澳门特区长期繁荣
稳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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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牙山五壮士：
宁死不屈视死如归

狼牙山棋盘陀峰顶的“狼牙山五勇
士纪念塔”。

2015年9月23日，武士敏铜雕
在河北省怀安县柴沟堡镇落成揭幕。

俄居民楼爆炸
至少4人丧生数十人下落不明

普京当天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监督搜救
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州马格尼托

哥尔斯克市一幢10层居民楼2018年
12月31日清晨爆炸、部分坍塌，至少4
人丧生，数十人下落不明。俄罗斯总统
弗拉基米尔·普京当天到马格尼托哥尔
斯克监督搜救。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位于俄罗斯首
都莫斯科东南1400公里。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
上午6时左右，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一幢
居民楼爆炸，建筑物部分坍塌，48个单
元房受损。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说，爆炸看
似由天然气泄漏触发。

12月31日是俄罗斯公共假日。爆
炸时，居民楼内不少人仍在熟睡。

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4人确认死
亡。车里雅宾斯克州副州长奥列格·克
利莫夫说，79人下落不明。俄罗斯紧急
情况部晚些时候证实，仍有35人联络不
上，不确定爆炸发生时这些人是否在居
民楼内。

一名当地人告诉俄罗斯电视台记
者：“5时45分左右我出门抽烟，随后看
到爆炸、起火……人们跑出居民楼。”其

他目击者说，爆炸威力巨大，震碎周边
建筑物的窗玻璃。

出事居民楼1973年建成，与附近居

民楼相连。应急人员疏散了周边居民，
以防建筑物进一步坍塌。

爆炸后，多架运输机搭载救援人员
从莫斯科赶至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将近
1400人参与搜救。

紧急情况部官员说，室外温度零下
17摄氏度，不仅给搜救制造困难，同时
降低了下落不明者的生还几率。

美联社报道，5名伤员在医院接受
治疗。

俄罗斯卫生部证实，16 人爆炸
后送医。卫生部长韦罗妮卡·斯克沃
尔佐娃说，每一名伤员都将得到医生
会诊，其中伤势最重的居民已经接受
手术。

普京12月31日下午来到马格尼托
哥尔斯克，监督搜救。俄罗斯塔斯社报
道，普京原打算当天赴黑海城市索契庆
祝新年。

俄罗斯电视台画面显示，普京与地
方政府官员会面、探望住院伤员。

据新华社

2018年12月31日，俄罗斯救援人员在爆炸事件现场忙碌。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