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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三都水族
自治县消防大队以建军90周年为契机，组织官兵开展向建军
90周年献礼比武竞赛活动，以过硬的军事业务素质向“八一”
军旗献礼，大队全体官兵、专职队员、文员全部参与。

此次活动，精心设计推出以竞赛促训机制，以劳逸结合的
方式开展，分设单兵科目和班组科目，单兵科目包括3000米、
100米、单杠引体向上等；班组科目包括水带保龄球、拔河等
科目。为保证和提升比武竞赛的质量，大队主官以身作则、率
先垂范，积极参与比武竞赛。在比武过程中，全体人员热情高
涨，营造出浓厚的“比、学、赶、帮、超”的氛围。赛后，对竞赛进
行总结，指出官兵业务素质中存在的不足，提出在下一步训练
中要继续深化体能训练，努力提高官兵自身业务素质，同时强
化中队官兵协同作战能力和整体实战水平，从根本上提高部
队战斗力和凝聚力。

最后，在“武艺练不精，不算合格兵”的响亮口号声中，每
一名官兵斗志昂扬，全身心
的投入到执勤岗位练兵中
去，把提高自身的军事业务
素质做为建军节礼物向“八
一”军旗献礼。 （温兴盛）

三都消防

比武竞赛献礼建军90周年

本报讯 近日,罗甸县公安局连续出击,一日抓获网上在
逃人员两名，为“夏季严打”再添战果。

犯罪嫌疑人王某,因涉嫌盗窃被广东省潮州市公安局于
2017年 7月 21日列为网上在逃人员。8月 1日，罗甸县罗
悃派出所沟亭中心警务室接到该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通知，
其辖区网上在逃人员王某有在布乃村活动的迹象，请进行
布控和抓捕。当日 16时许，摸排人员反馈王某已潜逃回
家。随即，抓捕小组根据前期航拍的村寨图像，确定王某
家住所和周边环境，经严密布控，成功将网上在逃人员王
某抓获。

犯罪嫌疑人张某，罗甸县边阳镇栗木村人， 2015年8
月 27 日、9 月 10 日盗窃被害人吴某某支付宝 122600 元，
被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立案侦查。近日，边阳派
出所栗木中心警务室接到该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下发的网上
在逃人员追查名单后，迅速展开对张某的摸排，发现张某
在该县城区某手机店给客户办理手机分期付款业务。经缜
密布控，于8月1日21时许成功将张某抓获。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羁押至罗甸县看守所，相
关移交工作正在进行中。

(何知才 本报记者 王亚茹)

罗甸警方一日抓获两名“网逃”

本报讯 近期，贵定县不断健全完善《人员违纪随时
问责制度》、《典型案例通报曝光制度》等，对侵害群众利
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典型案例第一时间问责和通报
曝光，让“微腐败”无处遁形。

金南街道党工委委员、金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陈某某
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在明知辖区内的黑山羊养殖项目存
在问题不整改，直到县纪委调查组介入，才突击协调购买
项目羊补发给贫困户，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行政记大
过处分；沿山镇和平村原村委会主任潘登文在为群众办理
水田变旱地补偿事宜中，利用职务之便，收受群众“感谢
费”1200元，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此信息通过贵定
县纪委微信公众号发布后，点击率不断攀升，还有网友留
言“干部不尽职，群众受损失，板子打得好”“与民争利
的‘村官'就该严惩”。

创新工作方式，全县 90余名纪检干部全员到信访室
接访，接地气，受锻炼；同时采取公开接访、重点约访、
包案督访和带案回访等方式，听民意、解民忧，暖民心，
纪检监察机关才能得到第一手的问题线索。一名群众说

“纪检干部俯下身，群众转变以往不敢反映、不想反映、
不会反映的观念，我们身边的‘村官’就不敢得寸进尺，
逾规矩的动作就会有所收敛。”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贵定县抓住“关键少数，
严格落实“一案双查”，只有尽好“主体责任”和“监督
责任”，才能管住大多数。今年以来，贵定县问责党组织
3个，问责党员干部126人，给予党政纪处分74人。

“‘微腐败’案件，看似小事，实则是腐败初期的形
态，涉案金额虽小，但与远在天边的‘老虎’相比，广大
群众对近在咫尺的‘苍蝇’之害更有切肤之痛，基层纪检
监察机关善于用好问责的利器，折断伸向‘小利’的手，
当好‘护林员’，护好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这片森林。”
贵定县纪委主要负责人说。

( 王先丽 本报记者 龙毓虎)

贵定：拉下脸对“微腐败”零容忍

本报讯 近日，惠水县城往三都出城方向，一辆出租车随意调
头与顺行的两轮摩托车相撞，此时因处于出城高峰期，车流比较
密集，该起事故阻碍其他车辆通行致使路段被堵死，车辆难以动
弹，滞留车辆上百辆。

交警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处置事故。经交警现场勘查、询问得
知，驾驶员王某驾驶出租车在高旺寨路口随意调头时，与正常行
驶的两轮摩托车驾驶员唐某躲闪不及发生碰撞，导致两车不同程
度受损，摩托车驾驶员唐某受轻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机动车在没有禁止掉头
或者没有禁止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点可以掉头，但不得妨碍正
常行驶的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而王某在妨碍正常行驶的其他
车辆通行的地点随意调头，造成交通事故，故认定此次交通事故
由王某驾车掉头引起，将承担全部责任。

交警在处理事故的同时极力维持交通秩序，对道路进行疏导
交通，经过交警40多分钟的排堵，道路最终恢复畅通。

(邓希璇 本报记者 王亚茹)

出租车随意掉头 百辆车被堵滞留
本报讯 近日，荔波警方在开展“夏季严打”禁毒专项行

动中，深度摸排，主动出击，共破获容留他人吸毒案件 3起、
查处涉毒娱乐场所1家、查获吸毒人员16人。

7月24日晚，荔波县公安局禁毒大队联合玉屏派出所巡
逻特警大队深入城区娱乐场所开展“夏季严打”专项行动，在
某KTV内开展涉毒清查工作中，发现该KTV一包间内乌烟
瘴气，十几名青年男女神情亢奋如群魔乱舞，同时桌上有疑
似吸毒工具，随后民警将这十几民警男子带到县局做尿液检
测，有16名男女的尿液呈阳性反应，有涉嫌吸食毒品的违法
行为。

据了解，当晚潘某以庆生为由开好KTV包间，邀请了10
多位朋友前来捧场。其间，在场的朋友觉得喝酒、唱歌、蹦迪
不够兴奋，要找点刺激的“乐子”，就问了一名来庆生的女子
欧某某，是否能搞到“神仙水”，供大家开心消遣一下，欧某某
便找来神仙水供大家享用，不料被警方一锅端。

经审讯，嫌疑人张某某、潘某某、陈某等3人对开包厢容
留并伙同欧某某、蒙某等 16人进行吸食毒品的违法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

目前，张某某、潘某某、陈某等3人因涉嫌容留他人吸毒

已被刑事拘留，对欧某某、潘某某等16人依法作出强制隔离
戒毒或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荔波记者站 王永杰 莫玄毅 摄影报道）

KTV庆生吸毒 荔波警方一锅端

本报讯 “野炊见的多了，在高速公路上停车野炊的
你见过吗？”8月1日，在沪昆高速黔南州境内，几位长途
跋涉的湖南老乡开车饿了，就把车停在高速公路应急车
道上，搞起了野炊。

当日中午时分，黔南州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一大队
民警巡逻到沪昆高速马场坪附近时，发现一辆湖南籍号
牌的黑色小轿车停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起初民警以
为这辆小轿车是发生故障了，立即停车查看是否需要援
助。当民警走到黑色小轿车旁边时，才发现车辆并没有
发生故障，在车辆后方摆起一张桌子，桌上盛有四菜一
汤，地上也摆满了锅碗瓢盆， 一家 4口围坐在桌子周围
有说有笑的正在吃饭。

民警询问后得知，这几人都是在贵阳务工的湖南老
乡，当日要从贵阳回湖南株洲老家，因为怕路途上服务
区的饮食吃不习惯，就自备了液化气、炊具和食材，路
上饿了可以生火自己做饭吃。他们来到这里时刚好午饭
时间，于是就在路边找一个比较阴凉的停车带搭锅做
饭，他们浑然不知高速公路违法停车的危险性和后果的
严重性。

“高速公路边上不能停车吗？我们还打算这样边走边
做饭呢。”当民警向几人进行安全教育时，这几人的回答
更让民警哭笑不得。最后，该车司机吴某某因实施非紧
急情况下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内停车的违法行为，被黔
南州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一大队民警处以100元罚款，并
记6分。

(蒙文海)

这位司机胆真大 应急车道“野炊”

本报讯 8月1日，时值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纪念
日，第54军都匀籍战友齐聚一堂，共同纪念这个特殊节日。

记者百度了一下，得知54军由原45军和44军浓缩而成，
周恩来总理取两军各一个尾号 5和 4，组成 54军。下辖 160，
162师和127师(原属43军)，装甲11师，一个炮兵旅和一个高
炮旅(2000年更改为二炮部队)。

当日上午，54军都匀籍各个民族的战友70余人齐聚南沙
州，共话当年浓浓战友情，回忆那段在军队风华正茂的青春
时光。中午 11时，一行人乘车前往都匀经济开发区，先后游
览了杉木湖中央公园、茶博园、汉唐影视城以及三江堰等都
匀近年来新增的休闲游玩景点。每到一处，老人们无不感慨
都匀近年来在城市发展与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对
这一切感到欣喜与自豪。并纷纷表示：和平来之不易，衷心
祝愿黔南打造民族地区创新发展先行示范区取得更大的成
就。

据活动负责人介绍，此次参加活动的70余名老兵80%是
少数民族，军旅生涯让他们从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
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每年会在这一天举行聚会。今年67岁
的陆时荣说：“今年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我们聚
在一起共同庆祝这个光辉节日，为曾经是54军这支有着光荣
传统军队的一员而感到骄傲与自豪。”

下图为战友们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袁鹏 实习生 韦国丽 摄影报道）

54军都匀籍战友

齐聚都匀共庆建军90周年

本报讯 为切实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管理工作，近日，福泉市金
山街道成立工作组对辖区内所有建筑施工企业的各分项工程进行
专项安全检查。

金山街道本次重点检查建筑施工企业的安全规章制度建立及
执行落实情况、安全生产责任制、施工人员安全培训教育情况、脚
手架、起重机械、安全网、预留洞口、临边、施工用电等危险性分项
工程。截至目前，共检查在建工程 14 个，建筑面积达 13890 平方
米，下发整改通知书 8份，整改意见 18条，督促各施工单位按照整
改通知书“定时间、定措施、定人员、定责任”的要求进行整改，不留
后患，并要求把整改落实情况书面报告检查组。

经过检查，推进了辖区内各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遏制和预防了建筑施工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建筑施工安全，切实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孙大菊）

福泉金山街道开展建筑工地安全检查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之际，特向大家讲述一
位不是军人胜似军人的人。

6年来，他怀着对军人的崇敬之情，为了实现心中的“长
征梦”，历尽艰辛，一直行走在“长征”路上，他就是土家族资
深媒体青年志愿者文隽永。

走进文隽永家的书房里，只见到处都堆满了各种各样的
书籍资料，其中一大部分就有他一年多来所收集到的有关红
色文化和抗战文化的资料。

故事还得从6年前说起：
2011年4月清明节，文隽永独立策划以“重走抗战路，寻

找最后老兵”为主题的公益采访宣传活动，以充满传奇色彩
的世界闻名的黔渝滇缅抗战公路(“史迪威公路”)为主线，实
地寻找采访最后健在的抗日老战士。

2015年 9月，第六届都匀国际摄影博览会期间，文隽永
举办了“最后抗战老兵”个人主题影展，展出一批最后健在抗
日老战士、抗战遗址等鲜为人知的珍贵照片，以此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2016年1月至今，文隽永独自策划“追寻红军足迹、弘扬
长征精神”为主题的“一个人的长征”公益采访宣传活动，沿
着红军长征足迹，辗转桂、湘、黔、滇、川、渝等省区，采访到10
多位最后健在的红军老战士。他们中年纪最大的104岁，有
参加25000里长征的红军战士，也有失散民间红军战士。

2016年8月，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建州60周年和第
七届都匀国际摄影博览会期间，文隽永举办了“一个人的长
征”个人主题摄影展，展出毛泽东后代、最后健在红军老战
士、红色遗址等鲜为人知的珍贵照片，以此纪念中国工农红
军长征胜利80周年。

这段时间，文隽永一直在忙碌着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
他说，今年 8月份，他又将借助举办第八届都匀国际摄影博
览会的机会，展出最后健在的红军老战士的图文资料，向人
们展示他们一生的光辉历程，让大家铭记他们身上那种真正
的伟大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以此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90周年。

为了让这些红军老战士留下珍贵的笔迹和深刻的印记，
文隽永还专门设计了一本签字本，让他们签名，并盖上手掌
印。

而要找到一位老红军真的不容易，比如他在寻找毕节市
七星关区阴底乡先锋村 98岁吴清海红军老战士时，就经历
了许多的波折。那是2016年11月27日，他得知吴清海红军
老战士还健在的线索后，翻阅了许多的资料，独自坐班车、摩
托车、走路等方式，在经历了几番周折后，终于在一个大山沟
里找到了吴清海红军老战士。因为有些老红军老战士住在
乡下，信息闭塞，加之他们年事又高，所以，有时每到一个地
方，文隽永都要赶几十公里的山路，经过不断地打听，最终才

找到这位红军老战士。
当这些老红军得知文隽永是专门不远千里、不辞辛劳地

来寻找自己时，都感动得热泪盈眶，伸出曾经拿过小米加步
枪、但已饱经风霜的手，紧紧地握住文隽永的手。

为了表示对老红军的敬仰之情，文隽永每找到一位老红
军，都要给他们送去一套黄军装和部分礼物，让每位老兵感
受重回军人的感觉。

今年初，文隽永得知红七军发源地广西河池市东兰县还
有部分失散红军战士。4月 30日至 5月 1日，他独自赶到东
兰县寻找这些失散红军，由于是假期，难以找到相关单位熟
悉情况的人，加上他是第一次进入东兰县，手上仅有红军战
士的名字，没有具体的家庭地址和联系方式。他只好依靠志
愿者千方百计联系这些老红军。经过两天的山路奔波，顶着
烈日，采访到 104岁的陈彩春、102岁的黄乜芳、96岁的陈士
愕等 3位红七军失散人员。他们年纪大、记忆模糊、讲地方
少数民族话，交流很困难，多亏当地志愿者带路翻译。

每当回忆起这段“重走长征路”的点滴和经历，那一路上
的“苦”文隽永觉得都不算什么，反而沉浸在幸福之中，因为
他认为自己做了一件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事。

6年来，文隽永利用业余时间自费穿行贵州、云南、四川、
重庆、湖南、广西、河南、上海、江苏、广东及缅甸等地抗战路
和长征路，行程上万公里，拍照上千幅，寻访到450多名尚健
在的老战士。其中年纪最大的112岁，年纪最小的89岁。有
的老兵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
美援朝战争及和平建设年代，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们为了
维护世界和平、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从战火纷飞中走来，却
是无怨无悔，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真正的伟大民族气节和爱国
主义精神。

勿忘初心，继续前进。文隽永表示：他将一如既往地进
行长征路，寻找记录最后健在老兵，以此宣传红色文化、弘扬
抗战精神。

一 个 媒 体 志 愿 者 的一 个 媒 体 志 愿 者 的一 个 媒 体 志 愿 者 的“““ 长 征长 征长 征 ”””
韦忠益

客从远方来 赵天恒 摄

文隽永在黎明关采访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