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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寿，1913年生，福建永定
人。曾任红35师军需处处长，中革
军委总供给部财政处处长，中央军
委供给部部长等，长期在后勤战线
上工作。1947年3月，张元寿巡视
战地时，在山东张店地区遭国民党
军飞机袭击，壮烈牺牲，时年34岁。

1929年4月，张元寿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在家乡参加
农民暴动，后组织游击队任队长。
1930年春，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太
平区补充团，任连长。1931年秋，
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12
军第34师排长、副连长、团经济委
员会主任、师政治部政务处处长，红
35师军需处处长，中央革命军事委
员会总供给部审计科科长和财政
处、出纳处处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
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到达陕北
后，他任中革军委总供给部财政处
处长，曾到西安、洛川等地为红军部
队筹措军需物资并在保安筹办被服
厂。1937年秋，张元寿于抗日军政
大学毕业后，任中央军委供给部部
长。

1938年，张元寿被派到新四军
总兵站任站长。他殚精竭虑地做好
统战工作，疏通了国民党军队和政
府中的关系，相继建立了6个兵站
派出所，形成一个新四军各主要根
据地通往大江南北的庞大交通网，
妥善解决了护送各地爱国青年参加
新四军和采购筹集各种军用物资的
联络运输问题。1941年皖南事变
后，张元寿任新四军第2师5旅参谋
长，后兼任淮南津浦路东、路西军分
区参谋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元寿任苏
中军区、华中军区副参谋长、华东野
战军副参谋长，参与组织领导苏中、
鲁南、莱芜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
1947年3月，张元寿巡视战地时，在
山东张店地区遭国民党军飞机袭
击，壮烈牺牲，时年34岁。

据新华社

张谦光，1908年出生于湖北省
新洲县张北南村。1934年任大冶
县政府督学，两年后调任应城县政
府督学。受陶铸等共产党人讲课的
影响，张谦光于1938年底加入中国
共产党。1947年在与敌激战中，张
谦光中弹被俘，随后英勇就义，时年
39岁。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为开
展敌后抗日救亡运动和建立敌后抗
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派董必武、陶
铸等到应城县汤池开办湖北省农村
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不久，国
民党派张谦光监视训练班的活动。
通过旁听陶铸等共产党人的讲课，
张谦光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中
国抗战和革命的正确主张，积极向
党组织靠拢，同时在政治上掩护训
练班的活动。

1938年底，张谦光加入中国共
产党。1940年春，中共应城县委成
立，张谦光当选为县委委员兼政权
部部长。1941年3月，当选为县委
书记，后兼任县长。在抗日战争最
艰苦的岁月中，他肩负全面领导应
城地区抗日斗争的重任，为鄂豫边
区的建设和巩固提供了经济物资和
人员补给，为应城地区的抗日斗争
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3月调任鄂中专员，后
又担任中共襄北地委书记。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
内战，围攻中原解放区。根据中共
中央部署，实施中原突围。张谦光
主动要求留下坚持斗争，担任兴山
地委书记兼第2军分区政委，率领
鄂中留守部队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周
旋在鄂西北武当山地区，有力地牵
制了国民党军队向其他解放区的进
攻。

1947年2月26日，在兴山县平
水河一带，张谦光所率部队遭到敌
人重兵包围，激战中张谦光中弹被
俘。敌人对他威逼利诱，软硬兼施，
都未能使他屈服。张谦光英勇就
义，时年39岁。 据新华社

张元寿：
后勤战线立奇功

张谦光：
从国民党“督学”

到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庆祝人民
海军成立70周年大会21日上午在北京
举行。

大会回顾了70年来人民海军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奋斗历程，
总结在战斗、建设、改革、转型和军事斗
争准备实践中形成的历史经验，展望在
新时代征程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

的光明前景，并对70年间为海军建设发
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
彰。

大会指出，70年来，人民海军始终
对党忠诚、听党指挥，英勇善战、敢打必
胜，改革创新、勇于超越，恪守宗旨、服
务大局，英模辈出，已逐步发展成为一
支能够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的强大的现代化海军。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科
学指引下，人民海军高歌猛进、阔步前
行，大踏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发生了
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大会表示，海军广大官兵将始终围
绕“坚决听党指挥，加快转型发展，建成
一流海军，随时准备打仗”的目标要求，

坚定不移用习近平强军思想统一思想
和行动，以纪念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为
新的起点，奋力跑好手中的历史接力
棒，为加快海军转型发展、全面建成世
界一流海军贡献智慧和力量。

军委机关领导、部队英模代表、海
军机关和驻京单位官兵代表等1300余
人参加大会。

中国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
活动海上阅兵将于4月23日在青岛
举行。

与 10 年前相同，中国海军成立
70周年庆典同样将海上阅兵地选在
了青岛附近海空域。海军信息化专
家委员会主任尹卓认为，从港口条
件、海军积淀和城市开放程度等方面
考虑，青岛是举办国际性大规模海上
阅兵庆典的“上佳选择”。

“青岛有良好的港口条件。”尹卓

说，“适合潜艇及多艘大型水面舰艇
的靠泊。”此外，青岛还是中国人民解
放军北部战区海军机关驻地，方便活
动组织安排和海军舰船飞机的集结。

历史上，青岛与中国海军的成长
有着密切的关系，海军的多个兵种都
在此诞生起步，走向成熟。1950 年
初，第一所海军航校在青岛筹建完
成。不久，海军第一支高射炮兵部队
也在青岛成立，并在青岛团岛组建了
海军第一个岸炮团。两年后开始在

青岛修建中国第一个潜艇基地。
1954年6月，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在
这里成立。青岛与海军有着深厚的
感情，青岛市民拥军情结浓厚，必将
全力拥护支持海上庆典的举办。

“另外，青岛不仅是个美丽的海
岛，而且是个开放的现代化城市。”尹
卓说，国际舰队到此集结，岸上的活
动也比较容易安排。相信外军官兵
在参与中国海军庆典的同时，也将领
略到青岛的热情与魅力。

与陆上阅兵相比，海上阅兵将给
观众带来哪些与陆上阅兵不一样的观
感？相关专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从装备、形式、场地等多方面分析
了海上阅兵独有的特色。

“首先是受阅装备更加全面。”海
军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尹卓说，受
条件限制，近年来的几次陆上阅兵只
展示了海军水兵方队、岸防导弹、舰载
机等部分人员和装备，绝大多数海军
主战装备无法露面。而在海上阅兵
中，海军的潜艇、水面舰艇、航空兵、岸
防、陆战队等五大主力兵种装备都能

得到充分展示，观众可以较为全面地
了解海军成立70年来的建设成就。

“受阅形式更具海军特色。”海军
研究院研究员张军社说，除都包含空
中编队外，陆上阅兵的形式是首长乘
车检阅，受阅部队以方队形式通过检
阅台；而海上阅兵则是首长乘舰检阅，
受阅舰队以纵队形式通过检阅舰，其
间还可变换不同队形，以充分展示海
军风貌。此外，吹哨、鸣笛、挂满旗等
海军专有的礼仪将贯穿阅兵全程，使
海上阅兵更具浓郁的“海军风情”。

“场地设在海上，在增大了执行难

度的同时，也使海上阅兵的观感更加
壮阔。”张军社说，与陆上相比，海上的
气象条件更加复杂，云、雾以及不断变
换的海风、海浪都将对阅兵产生很大
影响；另外，受阅舰相隔距离较远，也
使保持队形更加困难。“但军舰块头
大，间隔距离远，观感将更加气势磅
礴。”张军社说。

新中国已先后多次举行较大规模
的海上阅兵。10年前的2009年，在青
岛成功举行包括海上阅兵在内的庆祝
中国海军成立6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

本组稿件均据新华社

11国海军军舰
陆续抵达青岛
21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11国16
艘舰艇陆续抵达青岛。

从当日8时30分开始，文莱“达鲁
塔克瓦”号巡逻舰（舷号09），印度“加
尔各答”号驱逐舰（舷号D63）、“沙克
提”号补给舰（舷号A57），韩国“京畿”
号护卫舰（舷号812），孟加拉国“决
心”号护卫舰（F112），澳大利亚“墨尔
本”号护卫舰（舷号05），泰国“纳莱颂
恩”号护卫舰（舷号421）、“邦巴功”号
护卫舰（舷号456），日本“凉月”号驱
逐舰（舷号117），俄罗斯“戈尔什科夫
海军元帅”号护卫舰（舷号454）、“尼
古拉·奇克尔”号救生拖船（SB131
船）、“额尔布鲁士”号后勤保障船，越
南“陈兴道”号护卫舰（舷号015）、“丁
先皇”号护卫舰（舷号011），菲律宾

“达拉”号登陆舰（舷号601），马来西
亚“莱库”号护卫舰（舷号30）等先后
抵达青岛港码头。

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大会
在京举行

海上阅兵为何选择在青岛举行

羁押羁押
出售查封房产的事实清楚

2018年1月15日晚6时，孔素英
正在家中吃饭，突然被山东警方带走，
涉嫌违法事实为非法处置查封财产。
同年2月20日，孔素英被正式逮捕。

造成这一切的，正是荣兰祥于
2017年提交法院的一份“举报书”。

这份“举报书”称：孔素英将已被
法院查封的位于河南商丘市神火大道
168号天伦花园小区内的全部房产非
法出售。

据警方调查显示，此前，由于孔素
英与荣兰祥的离婚官司，两人位于天
伦花园小区内的所有房产均被济南市
天桥区人民法院查封。其后，孔素英
将小区145套房产全部出售。济南市
公安局天桥分局在起诉意见书中表
示，孔素英在该案中“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孔素英并不承认该罪名。她辩
称，卖房者是孩子荣鑫、荣燕、荣婷等
人委托自己的父亲孔令荣所为，她并
不知情。

孔素英同时认为，早在离婚官司
前，关于天伦花园的145套房产，她与
荣兰祥就有过协议：所有房产全部属
于两人的6个孩子。她本人并没有处
置权。

孔素英的这一说法，卷宗里有一
份协议副本给予了证实。在协议中，
荣兰祥确实同意将天伦花园内的房产
以赠予的方式交给自己与孔素英的6

个孩子。
从2018年1月至今，孔素英被羁

押已超过一年。
孔素英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

况，是前夫荣兰祥对她的报复，但她并
不怕荣兰祥的这些手段，“我和他之间
注定有一场这样的战争，我肯定不会
是失败者。”

离婚离婚
因财产分割问题无疾而终

孔素英所说的“战争”，源自两人
2014年开始的离婚案。

2014 年，是蓝翔技校腾飞的一
年。这一年，“挖掘机技术哪家强”成
为网络热词，蓝翔技校的名字几乎家
喻户晓。

蓝翔技校声名赫赫时，却传出了
荣兰祥与妻子孔素英的离婚官司。

孔素英说，荣兰祥多次要求离婚，
但一分钱也不想给，想让她净身出户，

“这根本不可能”。
在孔素英看来，荣兰祥能有今天，

与她的支持密不可分，“结婚时，他就
是个穷光蛋。我们结婚时的衣服，都
是我动手做的，后来他要创业，拿不出
钱，是我向我爸拿的500块，给他开起
了学校。”

蓝翔技校创办于1984年 10月。
孔素英说，开张第一年，学校只是一个
空壳，一个学生都没有。

经过近30年发展，蓝翔系价值数
亿，产业包括技校、机械公司、工程建

设公司、地产公司、珠宝公司等。“都是
我和他一起办起来的，学校股份我们
也是各占50%。”孔素英说。

故此，孔素英不愿净身出户，双方
由此爆发了“战争”。

2014年9月5日，蓝翔技校副校
长王某某率多名蓝翔技校师生，从山
东济南长途奔袭至商丘天伦花园，与
驻守在此的孔素英一家发生激烈冲
突。最终，警察赶来制止了“战斗”。

这场离婚官司拉锯战，从2014年开
始，却始终因财产分割问题，无疾而终。

逆袭逆袭
“超生”“多户口”扳倒荣兰祥

随后，孔素英吹响了反攻荣兰祥
的号角：她分别曝出了荣兰祥“超生”
与“多户口”的猛料。

不同的媒体报道，荣孔夫妇的孩
子数量是不同的，6个、3个、4个，各种
数字曾见诸报端。据天桥区警方对孔
素英的讯问笔录显示，两人一共生育6
个孩子，其中两个儿子，四个女儿。

孔素英说，早在自己爆料前，就曾
有人举报过荣兰祥，“应该是2004年
左右，当时他正在参加天桥区政协副
主席选举，有人举报他超生。但他把
事情摆平了，计生委来调查后就结案
了，没有追究责任。”

孔素英在当年还实名举报荣兰祥
有三个身份证，姓名分别是荣毅田（所
在 地 北 京 顺 义 ，身 份 证 号 为
41232119620703××××）、荣兰祥

（所在地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身份证
号码为37010419640606××××）、
荣宏顺（所在地河南商丘，身份证号码
为41232319640603××××）。

在当年，“超生”曾导致著名导员
张艺谋落马，“多户口”则有覆灭“陕西
房姐龚爱爱”的经典案例。

荣兰祥自然也不能幸免。2014
年11月27日，荣兰祥请辞全国人大代
表资格并获批。

拉锯拉锯
孔素英称还有很多举报资料

对于妻子孔素英的爆料行为，荣
兰祥十分恼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他曾痛斥孔素英是邪教成员。2017
年，荣兰祥更是向法院递交举报信，成
功将孔素英送入了拘留所。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羁押与拉锯
后，孔素英依旧没有妥协。

孔素英的姐姐孔素梅告诉记者，
目前他们已为孔素英请好律师，同时
也收集好了证据，就等着法院开庭。

“这个事情，我非常清楚，他（荣兰祥）
当初找人来商丘打我们，还把我爸和
几个兄弟给抓了进去。我们现在也豁
出去了，不怕他。”

孔素英则表示，自己还有很多关
于荣兰祥的资料，“我当初可以实名举
报，现在同样也可以实名举报。”

孔素英和家人的态度，说明荣孔
夫妻的战争还将继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沈轶

专
家
解
读

蓝翔技校校长妻子被羁押：

出售145套查封房产？
我并不知情

“挖掘机技术哪家强，中国山东找蓝翔”，蓝翔技校这句广告语，曾爆红网络。就在蓝翔技校如日中
天时，却曝出校长荣兰祥与妻子孔素英的离婚“闹剧”，这场持久的拉锯战同样引人关注。

自2014年起，这对夫妻的离婚官司，不仅波及这座号称中国民办职业教育“航母”学校的办学，作
为时任全国人大代表的荣兰祥更是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

5年过去，荣兰祥夫妻反目剧仍在演绎续集。
4月20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孔素英的姐姐孔素梅处获知，早在2018年1月，因荣兰

祥举报孔素英违规处理被查封的145套房产，孔素英被山东警方羁押至今。

海上阅兵与陆上阅兵有何不同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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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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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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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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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
。

新
华
社
发

4月21日，印度海军“加尔各答”
号导弹驱逐舰抵达青岛。 新华社发

4月21日，澳大利亚海军“墨尔本”
号导弹护卫舰抵达青岛。 新华社发

孔素英涉嫌违规处理被查封的房
产，警方发出询问通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