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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付马玲 记者 赖芳杰）近日，
金堂县土桥镇朝阳社区信访问题澄清坝坝会现
场，金堂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现场通报了关
于高巍、吴宗德信访问题的调查情况。

今年9月，金堂县纪委监委接到信访举报，
反映“金堂县土桥镇综治办主任吴宗德妻子王
长玉自有低保政策以来，一直享受低保补助十
几年，民政办主任高巍明知王长玉不符合低保
条件，将王长玉户口并入易培军户口中，照顾人
情关系违规办理低保。”该问题线索被移交至
土桥镇纪委进行调查核实。

调查组通过低保系统查询、走访民政办负
责人以及负责申请低保的工作人员，还原了事
实真相。群众反映享受低保的王长玉，其实跟
镇干部吴宗德的妻子是同名同姓。吴宗德妻子
王长玉系土桥政府食堂临聘人员，夫妻二人没
有任何申领低保的记录，举报信反映失实。县
纪委监委决定会同镇纪委，组织镇村干部、群众
代表召开坝坝会，公开反馈调查结果，为吴宗
德、高巍正名“撑腰”。

据悉，该县纪委监委针对不实举报澄清实
行调查组申请、县纪委复核、主管单位参与的流
程和模式，通过反馈坝坝会、交流见面会、澄清
正名会等形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反馈，予以澄
清。此外，该县还整合容错纠错，形成了一套完
整的干部保护激励措施，及时保护遵纪守规的
好干部，大大增强了监督执纪、审查调查工作的

“人情味”。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吴浩）11月8
日，一个联系服务广大四川青年的全新新闻频道
——川报观察·天府新青年频道正式上线。

该频道由共青团四川省委与四川日报社共
同创立，是双方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断深入推
进媒体融合发展，强化联系服务四川青年的创新
之举。该频道整体设计简洁明快，富含青春感、
现代感、时尚感，拥有“AI播报”“青春故事”“青
春志愿”“红领巾”“青创商城”等五大专题板块，
将全方位、立体化推送我省青年事业发展的各类
信息。

在“天府新青年”频道中，读者不仅能看，还
能行动起来。“AI播报”栏目里，有详尽的共青团
咨询、重点活动、特色项目等各类报道。在“青春
志愿”栏目，不管是在社区、在乡村，还是在旅途
中，丰富的志愿服务项目等待着读者的加入。而
在“青创商城”，优质农产品琳琅满目，全部来自
创业导师、创业青年，读者可以在这里为脱贫攻
坚出一份力。

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联系服务广大四川青年
川报观察·天府新青年频道上线

对不实举报公开澄清
金堂县为担当者暖心正名

战场战场
山火肆虐

仅4人冲出火海

11月 1日，与家人道别后，胡
显禄急匆匆赶回了单位。

胡显禄是凉山森林消防支队
西昌大队四中队指导员，他是

“3·30”木里森林火灾中从爆燃火
场中脱险的4名消防员之一。

时间，回到3月31日，木里县
雅砻江镇立尔村。当天下午，胡显
禄和另外9名队员作为先遣队，一
起去处理火场的两个烟点。他们
到达后，很快将两处烟点扑灭。

“之后想把树砍倒隔离一下，
但发现人手太少，林子又太密，隔
离不现实，时间也不允许。”胡显禄
回忆，就在这时，山崖下方林子里
面冒出了浓烟，他感觉到了危险，
果断下达命令撤离。

左边，是火头的位置，有很大
的烟；右边当时没有燃烧迹象，大
家横向往右侧转移。在转移过程
中，悬崖下面林子里烟越来越大。

“之前烟点在左下方，后来整个一
条线都着火了，我忙喊后面的队
员，快跑！”

树林很密，没有路，队员们只
能一线排开。很快，胡显禄发现，
浓烟从山崖下面夹杂着明火蹿了
上来，并发出噼里啪啦的燃烧声。

在越过一棵倒塌的树木时，胡
显禄脚下一滑，撞到了前面一棵树
上。“鼻子撞破了，整个脸都是火烧
火燎的。最主要的是眼镜撞掉了，
看不清楚了。”

胡显禄说，爆燃，正是此时发
生的——当时听见轰的一声。事
后，他分析：林区落叶较多，松树下
面也有很多松针，一下就形成了树
冠火，呈立体燃烧，并形成了几十
米的火墙，“整个天空都是火。”

胡显禄说，当“火墙”烧过来
时，声音非常大，给人造成很大的
心理冲击，衣服外面的皮肤有明显
的灼烧感。“当时有点绝望了，没劲
了。此时，前面的队员大喊：指导
员，快跑。我深吸了一口气，才继
续往前跑。”

在最后关头，只有胡显禄、杨
康锦、王顺华、赵茂亦4人冲出了火
海。逃离后，4人声嘶力竭地呼喊
后面的队员，但是，没有任何回应
……

大火燃尽，27名森林消防队
员，永远留在了他们的战场上。

战友战友
风华正茂

为灭火献出生命

从西昌市区出发，沿着108国
道行驶数公里，西昌大队就在路
边。

大队内很安静。周五下午的
空闲时间，队员们大多在篮球场上
打球。

四中队二班消防员杨康锦来
自贵州，2017年入伍到了西昌大
队。杨康锦的好朋友王佛军，在火

灾中牺牲了，牺牲时还不到19岁，
是所有人中年龄最小的。王佛军
的微信朋友圈里，留下的最后一句
话是：“来，赌命！”

火灾中牺牲的三中队中队长
蒋飞飞，妻子已怀孕，当时正准备9
月份举办婚礼。他发的最后一条
朋友圈，是前往木里火场前的3月
31日凌晨2点过：“再出发，求安慰
啊。”“前三天连打了两场，回来衣
服泡起还没洗呢又通知走了。”

29岁的孔祥磊已入伍7年多，
本来计划任务完成后，与女友结
婚；26岁的汪耀峰，计划为父母在
武汉买一套房子；26岁的高继垲多
才多艺，会吹口琴、打架子鼓；20岁
的张成朋，还没来得及向暗恋3年
的女孩表白……他们都没能从那
场森林火灾中回来。

“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我们慢
慢恢复了平静，平时尽量忍住不去
想。”这场火灾后，杨康锦一直不让
自己去回忆当时的一幕，觉得揪
心。

“西昌大队是一个英雄的大
队，非常团结，集体荣誉感很强。”
杨康锦说，经历了这些事，更加觉
得这个职业很神圣、很光荣，“虽然
我们这支队伍现在不属于军队序
列了，但这份荣誉一直还在，我们
要一直延续。”

“时间久了，慢慢就会好一
点。但是要说彻底好、把这个事情
忘了，肯定好不了、肯定忘不了。”
2016年9月入伍的康桂铭是一名
老兵，他认为，这次事件，对所有亲
历者的触动，可能需要非常长久的
时间才能抚平，“他们太年轻了，都
说他们是英雄，但他们更是战友和

兄弟。在岗一分钟，干好60秒，我
们要带着他们的梦想，继续往前
走。”

凉山州森林消防支队西昌大
队被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
体，胡显禄被邀请去宣讲战友们的
英雄事迹。他说，刚开始，心里还
是没底，但后来逐渐有了底气。“我
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这支队伍。
我们需要做的，是要让更多的人了
解他们。”

作为事件亲历者，胡显禄认
为，他们必须振作起来，应该让更
多人知道：这次爆燃只是突发意
外，凉山支队组建这么多年来，也
只遇到这一次，概率非常小。

10月底，新入队的一批消防员
到来，现在，宿舍又住满了人。老
队员们感到由衷高兴：西昌大队，
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

第二个家第二个家
情同手足

战友之间无话不谈

胡显禄在大队里向记者介绍：
这里是主楼，主楼前方是篮球场，
左边是食堂和活动室，右边是训练
场。在训练场旁边，是健身器材区
域。再往里走，还有一块菜地，队
员们种了蔬菜，绿油油的。

宿舍里，依旧保留着部队传
统，房间干净整洁，被子叠成四方
块，整整齐齐。3楼荣誉室内，牺牲
战友的名字还在墙上，各种奖章、
锦旗摆了满满一屋。

“感觉他们都还在。”消防员罗
传远用了两句话，来介绍西昌大
队：有校园的氛围，有军队的素养
和作风。

去年，罗传远被调到了支队机
关，但他一直想回来。写了两次申
请，前段时间，终于获批了。

“对西昌大队产生了感情，舍
不得离开。”罗传远说，领导对人非
常好，战友们之间相处融洽，“这里
是我的第二个家。”

罗传远说：“战友之间的关系，
比兄弟还亲，无话不谈。”他特别看
重战友间的情谊，那是一起摸爬滚
打、一起出生入死。

去年消防转制时，康桂铭的家
人希望他退伍回家，这次火灾后又

再次提出，但他仍选择了留在大
队。“大队缺人，还是留下来吧。现
在人少，等人多了再走。”

对于大队，康桂铭的看法和罗
传远是一致的。“举个例子：周末干
活，都是让老兵上，不让新兵去，对
新兵很关爱。班长会悉心教导新
兵，不会就手把手地教。队员们都
在一个大家庭，相处特别愉快。”

火灾过后，郎志高的父母，也
希望儿子回家。当时，郎志高的父
母连夜坐车赶到西昌，在大队看到
儿子后，一下子就抱着他哭了，而
郎志高只能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
来。他说，要离开大队，还是舍不
得。郎志高告诉父母，自己要留在
这里，继续干消防。

新队员新队员
传承传统

担负多种抢险任务

今年，西昌大队招录的新消防
员，分别于8月和10月底到来。蓝
色制服，白色帽子，小伙子们个个
精神帅气。

来自凉山州冕宁县的赵有川，
是今年8月新入队的消防员。在

“3·30”火灾中，牺牲的西昌大队教
导员赵万坤，是他的亲叔叔。

之所以选择加入森林消防，赵
有川说，从部队退伍后的他看到招
录消防员后，就想尝试一下。这个
选择，也与叔叔曾从事这个职业有
关。不过，他之前并不知道会被分
配到西昌大队，“现在，只想着能接
替他们的工作。”

来自凉山州会理县的陈录华，
也是一名退役军人，怀着和赵有川
相同的想法，报名加入了森林消
防。“爷爷和父亲都曾当过兵，他们
对我的选择非常支持。”陈录华说，
队里都对新队员很好，风气纯正，
队员之间关系很融洽。

在胡显禄看来，新队员的到
来，西昌大队又“满血”了，战斗力
将恢复并得到提升。牺牲战友们
留下的，有荣誉更有英雄的精神，
这种精神要在新队员身上继续传
承下去。

胡显禄说，还有很重要的一
点，希望在“3·30”火灾中得到的经
验教训，能够用到今后的每次实战
中，让大家更加安全地应对火灾抢
险。

西昌大队大队长张军介绍说，
在“3·30”火灾之后，队上一直在振
作士气，并在凝聚战斗力方面下了
很多功夫。还邀请了心理专家，为
队员们进行了心理疏导。

11月9日，是国家综合性消防
救援队伍组建一周年。换上“火焰
蓝”新制服后，按照“全灾种”“大应
急”要求，森林消防员不但要担任
森林防火使命，还要担负地震、山
岳、水域等救灾抢险任务。

张军说，除了今年上半年的森
林灭火之外，西昌大队还参与了7
月底8月初甘洛暴雨泥石流灾害抢
险。从任务完成情况来看，大家的
精神士气都非常饱满。

距离凉山州木里县“3·30”森林火灾，已经过去了224天。
今年3月30日，木里县雅砻江镇立尔村发生森林火灾。3月31日

下午，火场突发林火爆燃，正在扑救的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凉山支队西
昌大队27名消防员，以及当地3名扑火人员壮烈牺牲。

今天是“119消防宣传日”，同时也是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组
建一周年，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走进凉山森林消防支队西昌大
队，回访那些亲身经历过那场火灾，从火场上脱险的消防员。

从橄榄绿的军服，到换上“火焰蓝”制服，身份虽变，但肩负的使命
未曾改变，他们依旧是危急时刻的“逆行者”。

如今，新一批消防员已经入队，英雄大队的荣誉、牺牲烈士的誓言，
将由他们传承和守护。

（上接01版）
彭清华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是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长期奋斗、接力探索取得
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党的
坚强领导下，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形
成的一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
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
和治理体系。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中国
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
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引领中国
走向繁荣发展，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彭清华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
家治理体系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制度体系，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这次全会
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
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
基本依据。环顾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种国家
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
创造出像我国这样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充
分说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人类
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为发展中国家走向
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
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彭清华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
所未有，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
有。必须在坚持好、巩固好已经建立起来并经
过实践检验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
前提下，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继续加强制度创
新，加快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制度，把我
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完善好、发展好。

彭清华指出，全会通过的《决定》深刻回答
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
政治问题，必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
证。《决定》深刻阐明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总体目标、重点任
务和根本保证，体现了全党意志，反映了人民意
愿，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
治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些部署标志着我们党对
党的执政规律和国家治理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
的高度，必将有力指导新时代国家治理实践，加
快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彭清华指出，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必须
强化制度执行力，坚定推动《决定》各项部署落
实，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
能。执行力强不强，直接关系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落地见效，体现的是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高
度自觉的大局意识、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和严
于律己的道德操守。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
导向、实践导向，严格遵守和执行制度，强化制
度执行力。

彭清华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省级领
导干部要带头抓学习，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
层，持续在学懂弄通、学深悟透全会精神上下功
夫，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坚定性。要带
头抓宣讲，深入市县、企业、农村、学校、社区，与
群众面对面谈学习体会、谈思想认识、谈贯彻落
实，帮助他们理解掌握全会精神。要带头抓贯
彻，对照全会部署，主动加强对分管领域工作的
研究谋划，结合实际进一步完善与形势任务相
适应的体制机制，切实把中央顶层设计贯彻落
实到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要带头抓执行，强
化制度意识，示范带动全省上下自觉尊崇制度、
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确保党中央大政
方针和决策部署在四川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直面直面火海火海
他们他们仍是仍是

回访木里森林火灾中的英雄消防大队回访木里森林火灾中的英雄消防大队

119消防宣传日

10月19日，森林
消防员在野外驻训。

西昌大队森林消防员在列队。

热心网友给西昌大队寄来的礼物。

消防员杨康锦（左）和罗传远。

周振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湘东肖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