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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简报
■ 10月9日，中国生物物理学会、遵义医科大学、遵义市科

学技术协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暨遵义科创中心成立揭牌仪式
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生物
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饶子和，贵州省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杨泳
滨，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汪海波，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晓杰，
遵义医科大学党委书记何志旭出席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吕欣）10月9
日，中国生物物理学会、遵义医科
大学、遵义市科学技术协会共同签
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为“中国
生物物理学会·遵义医科大学——
遵义科创中心”“中国生物物理学
会余庆中学科普教育基地”揭牌。

据了解，协议期内双方将紧密
合作，积极建立相互促进、持续发
展的战略合作关系，按照“一体两
翼”工作布局，建立“会地合作、会
校合作”的科创科普协同机制，为
遵义市科学普及和全民素质提高
提供智力支撑，促进创新驱动战略
实施，助力科创科普高质量发展。

在具体工作中，联合开展科技创新
及科学普及工作，针对遵义市科学
技术协会的具体需求，中国生物物
理学会和遵义医科大学将提供具
有针对性的专家支持、战略研究、
人才培养等服务，并为合作营造
有利环境，积极发挥自身优势，整
合集聚资源，协助开展科创科普
活动，双方通过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的建立，推进遵义市科创科普
深度融合，服务地方科技创新与
科学普及协同发展及全民科学素
质提高。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
强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

我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推进机制
不断完善、主题科普活动扎实开
展、重点人群科学素质工作成效显
著、科普传播渠道进一步拓展、科
普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公民科
学素质实现跨越提升。到2020年，
遵义市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
达到7.8%，超额完成了省政府下达
的责任目标，为全省2020年公民科
学素质的比例达到7.22%作出了重
要贡献。

遵义市科学技术协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该协会将充分发挥科
协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在中国
生物物理学会和遵义医科大学的

支持和帮助下，面向遵义市广大科
技工作者、科技辅导教师及中小学
生搭建一个为推动科技创新和科
学普及事业积极向上发展的新
型平台。同时，借助中国生物物
理学会和遵义医科大学人才资源
优势，以“中国生物物理学会·遵
义医科大学——遵义科创中心”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余庆中学科普
教育基地”为阵地，联系服务广大
科技工作者和科普爱好者，培养遵
义科技科普人才，进一步提升全民
科学素质，助力遵义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遵义医科大学——遵义科创中心”揭牌

本报讯 （记者 李培松）10
月 9日，记者从市安委办获悉，今
年国庆期间，我市各级各部门压
紧压实责任，多措并举扎实抓好
安全生产，隐患整治、风险管控、
应急处置等工作推进有力有效，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取得了“零事故、零伤亡”的良
好成效。

“全市应急系统先后成立 178
个检查组，检查企业 520余家次，
排查消除安全隐患 860余条。”市
安委办有关负责同志说，今年国
庆期间，市安委办进一步突出责
任传导、应急管控，严格落实每日
督查、每日调度要求，并把隐患整
治情况纳入重点督查督导内容，
严防失管、漏管等情况发生。各
级各部门对交通、旅游、消防、危
化、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深入开
展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遏制安
全事故发生。

此外，市应急管理系统突出
应急要求，建立了“三一备勤”工
作制（即：节日期间三分之一的应
急人员下沉一线检查，三分之一
的应急人员值守调度，三分之一
应急人员应急备勤），全面做好排
大险、救大灾的准备，并针对性地
向 113家矿山、危化重点企业派
出 144名驻企特派员，全力加强
企业重大风险全过程管控。同
时，市安委办牵头成立 9个督导
组，深入基层和企业开展明察暗
访，对有关单位的相关问题实行
挂牌督办，全力确保了国庆期间
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可控。

针对第四季度安全生产工作
实际，我市将进一步压实安全生
产责任，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督查，
严格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严控灾
害风险因素，全面提升安全生产
管理水平，全力确保安全形势稳
定向好。

国庆期间

我市安全生产“零事故、零伤亡”

本报讯 （记者 何骥淯）今
年国庆期间，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提前谋划、精心组织，全警动员、
连续作战，全力以赴防事故、保安
全、保畅通，有力保障了全市道路
交通平稳有序，为广大市民游客
欢度佳节创造了良好的道路交通
环境。

国庆期间全市各交警大队合
理安排警力，加强指挥疏导，全力
做好辖区交通安全和疏堵保畅工
作，加大线路巡逻频率和密度。同
时加强路面管控，全力维护秩序，
加强源头管理，科学研判辖区国省
干道交通流量变化，预测可能出现
的堵点、乱点，全力以赴做好疏堵
保畅工作。

此外，在确保道路交通畅通的
前提下，交警部门还加大严重交通
违法行为整治力度，严查客运班
车、旅游客车、危化品运输车等重

点车辆，严查超员、超速、涉牌涉
证、违法停车、违法占用应急车道
等重点违法行为，保障群众出行
平安。

据统计，10 月 1 日至 10 月 7
日，全市交警全警动员，共投入警
力 11146余人次、警车 3739台次，
启动交警执法站195个，设置临时
执勤点 383，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3.1万余起，有效净化了道路交通
环境，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同时，交警部门开展民警走进
电台直播间共5次，通过广播电台
发布路况信息 1000余次，回复群
众咨询提问300余次。国庆期间，
全市共发生各类道路交通事故同
比下降 28.11%，未发生较大交通
事故和交通肇事致人死亡逃逸案
件，交通安全形势平稳。

国庆期间道路交通平稳有序
我市交警投入警力11146余人次

还记得那首“雄赳赳，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的雄壮战歌吗？

71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那场可歌可泣的战
争中，涌现出黄继光、邱少云等家
喻户晓的战斗英雄。

“我是黄继光的战友。”在遵义
城区有这样一位老兵，先后参加过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多次荣立战
功，后来又跨出国门踏上朝鲜战
场。作为上甘岭战役的亲历者，他
亲眼目睹了黄继光舍身堵枪眼的
英雄壮举……这位老兵，就是94岁
的王效富。

国庆前夕，记者来到王效富家
中，看着桌子上摆放的珍贵老照片
和一枚枚军功章，老人再次回忆起
当年硝烟弥漫的战场，向记者讲述
那段难忘的峥嵘岁月。

从讨饭娃成长为解放军连长

1927年 2月 7日，王效富出生
在山东省定陶县黄店公社，尽管离
开山东老家多年，在贵州遵义生活
了大半辈子，他仍然一口山东口
音。

“我父亲年纪大了，听力严重
下降。”“你跟他说话，要大声一点，
否则他听不见。”王效富的子女说。

“我们家是贫农，有兄弟姊妹
十人，我是老五。”老人用手比划着
说。

由于家境贫穷，王效富的童年
在讨饭中度过。不满 16岁的他在
一次讨饭途中，遇到了八路军的队
伍，他强烈要求参军打鬼子，王效
富当上了一名八路军小战士。

“那时候，大家穿着清一色的
土灰色军服，一个个挺拔帅气，我
也心潮澎拜，暗暗告诉自己，从此
我就是八路军了！”王效富欣喜地
回忆着，眼神里绽放着光芒。

1943年到 1945年，王效富所
在部队在山东等地与日伪军进行

着游击战。他在战场上机智勇敢，
不畏生死，敢拼敢杀，在一次次战
斗中成长。

解放战争时期，王效富被编入
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17军 51师 125
团 2营，参加了解放开封、兰考、济
南、定陶等大小战斗上百次。曾 3
次荣立战功，多次受到部队嘉奖。

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这场
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
进行的战略决战性战役，人民解放
军以 60万的兵力战胜了优势装备
的国民党军80万人，创造了中外战
争史上的奇迹。王效富也在这场
战役中被提拔为连长，并且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王效富至今保留着一本《转业
军人证明书》：“王效富同志，系山
东省定陶县黄店公社人，于1943年
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在 17军
51师125团2营6连任连长职务。”

随后，王效富跟随部队打过长
江解放大西南，最后辗转来到贵州
独山一带剿匪。“当时很多国民党
残余势力和土匪勾结，经常搞突袭
破坏。我们的任务就是和地方党
组织一道剿匪清霸，巩固人民政
权。”王效富说。

上甘岭战役目睹黄继光牺牲

在王效富保存的勋章中，有一
枚正面刻着“和平万岁”四字、中间
主图是一只和平鸽、反面写有“抗
美援朝纪念”字样的勋章，是老人
珍藏的宝贝。这是1953年10月25
日，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赠给参战
志愿军的抗美援朝纪念奖章。每
每擦拭这枚纪念章，老人都会眼眶
湿润，仿佛回到上甘岭……

1950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
爆发。 1951 年 11 月，王效富所
在部队奉命进行改编，编入中国
人民志愿军第15军，参加抗美援朝
战争。

王效富和战友们从贵州出发，
经重庆、武汉抵达辽宁安东（今丹
东市），经过一个星期的整训、集合
后，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

“我们之前用的武器装备很
差，基本上是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缴
获的。到了朝鲜后，部队换上了苏
联提供的武器，有高射炮、转盘机
枪等等，装备水平得到很大改善。”
王效富说，他现在还能回忆起转盘
机枪的样子，枪身上面有一个标志
性的大圆盘，一盘可以装40多发子
弹，火力很猛。

1952年 10月 14日，上甘岭战
役打响。到 10月 19日，志愿军已
经与敌军激战 5个昼夜，敌我双方
对上甘岭西侧597.9高地的争夺已
进入白热化。当天，我军向敌人发
起反击，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就是
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的。

“我当时在前沿阵地，从望远
镜里看得清楚，敌人地堡射击口的
子弹‘突突突’地往外喷，冲锋的战
士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坐在椅子
上的王效富说到这里，一下子把手
紧握成拳，“在关键时刻，黄继光猛
地跃起身扑上去，用自己的胸膛堵
住了敌人喷着火舌的机枪口，敌人
的机枪声瞬间哑了。战士们立即
向上冲，迅速占领了高地，消灭了
全部敌人。”

“黄继光比我小4岁，老家是四
川的，他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王
效富很大声地说道。

在残酷的战斗中，王效富的很
多战友倒下了，他们连参加战斗的
170多人，最后只剩下 30余人。而
他的右眼也被弹片击中导致失
明。战后，王效富因作战勇敢，表
现突出，荣立二等功。

后辈效仿爷爷再踏从军路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王效
富回国转业到了东北铁路第九

局。1973 年再次来贵州修建川
黔铁路，王效富就此在遵义安
家，在贵阳铁路分局遵义机务段
当了一名普通干事，直到 1983年
离休。

半个世纪以来，王效富一直
把自己的那段经历埋藏在心
里。他积极工作为人低调，从未
向人提起过自己的英雄事迹，也
从来不向组织提任何个人要求。

王效富有两个儿子一个女
儿，但即便是自己的子女，他也
很少和孩子们主动提起以往的
经历。

“有时我们问起当年的战斗
过程，父亲总是轻描淡写地带
过，他说他就是一个普通老兵，
打过几年仗而已。”王效富的大
儿子王长江说。

不过，王效富的孙子王柱桐
却是例外。从小，王柱桐便很崇
拜爷爷，追着爷爷讲过去的故
事。在王效富的影响下，王柱桐
成为了一名武警战士。

回山东老家看看，是王效富
近些年来的一个念想，但皆因年
事已高行动不便，一直没能实现。

2018 年，他的老家山东给他
寄来证书，他的名字已被刻在山
东老家的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纪
念墙上，刻于二野 136排第 32列。

这更加激起了王效富“回家”
看看的决心。终于在今年夏天，
他在家人的陪伴下回山东故乡探
亲。当王效富来到位于山东省济
南市长清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山
东老战士纪念广场，在纪念墙上
看到自己的名字时，激动不已。

“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
算是幸运的。”老人说，党和国家
没有忘记我们，我们不能忘本，
幸福的日子来之不易，一定要好
好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记者 徐飞 杨义霞 李婷婷）

隐藏功名半世纪
——记遵义九旬抗美援朝老兵王效富

10月 9日，是汇川区沙湾派出
所辅警杨安猛出殡的日子，当地村
民及同事数百人自发赶去，与他做
最后的告别。无论是村邻还是同
事，都重复着一句话：“他是个好人
啊！”

杨安猛是退伍军人、共产党
员，服役期间因表现突出曾获个人
三等功一次。2016年 9月，杨安猛
怀着对公安工作的无限热爱加入
遵义市公安局汇川分局，成为沙湾
派出所的一名辅警，同时担任连阡
村的警务助理。村里但凡有大小
纠纷，村民们都会第一时间给他打
电话。

人生最后一次调解

10月 4日，是杨安猛最后一次
调解纠纷。此前，村民周某家因为
一根共用的水管，两兄弟之间闹了
矛盾。当天下午，得知在外务工的
周某回家了，杨安猛立即赶去处理
双方的纠纷。

“兄弟间没有隔夜仇，不要因
为一些小事而影响了血缘亲情。”

调解完毕，双方都很满意，杨安猛
也长舒了一口气，起身准备离开，
突然一阵天旋地转，一下倒在地
上。周家人见状，连忙把他送往医
院，然而积劳成疾的他最终没能抢
救过来，次日中午心脏停止跳动，
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7岁。

“最近这个月，派出所的事特
别多，连续从白天忙碌到深夜，是
常有的事，杨安猛也在其中。他是
我们心目中的好大哥，也是我的好
助手！”提到杨安猛，沙湾派出所所
长杜祥云一脸痛惜。

追忆生前最后的日子

在同事、亲人的脑海里，杨安
猛生前的最后20多天，仿佛仍历历
在目……

从 9月 18日开始，为了破案，
杨安猛协助刑侦部门每天翻山越
岭，寻找蛛丝马迹，期间几过家门
而不入。

案子破了，杨安猛又帮着处理
善后事宜，一直忙到9月28日。

9月 29日下午 3时，连阡村村

民陈某家发生火灾，值班民警金韬
带领几名警务人员赶赴现场处置，
在派出所工作群里看到这一信息
后，原本调休在家的杨安猛二话不
说，立即骑摩托车赶到发生火灾的
陈某家。

“猛哥，你怎么来了？你这几
天太辛苦，要好好休息。”看到杨安
猛，金韬很诧异，杨安猛却笑着说：

“连阡村情况我比你熟悉，我陪你
一起，多个人也多个帮手嘛。”

“当时，我心中感到很温暖。”
金韬说，这样的事，并不是第一
次。两个月前，金韬才从其他派出
所调到沙湾派出所，当晚第一次值
班就遇到暴雨，沙湾镇混子村多位
村民家中受灾，金韬立即带领值班
人员到达混子村，并把灾情发送到
了派出所信息群里。本已准备睡
觉的杨安猛看见信息后，立马翻身
起床，给妻子说了一句要回所里加
班，便穿上衣服冲出了家门。

对于杨安猛和同事来说，越遇
假期越繁忙。10月 1日、2日两天
他连续值班，连轴转的他只是在10

月 3日休息了一天，10月 4日听说
周家兄弟回家后，本应休息的他又
跑去调解，最终倒在了岗位上。

“说实话，过去我不理解他，觉
得辅警工作太辛苦，报酬又少，还
照顾不到家庭。”在杨安猛清贫的
家中，他的妻子张余英哽咽着告诉
记者：“这几天很多同事、村民都来
吊唁，我才明白他工作的意义。”

“原本分局党委已决定，鉴于他
在侦破“9·18”重大刑事案件工作中
表现突出，准备国庆节后对他进行
个人嘉奖，没想到还没有等到颁
奖，他却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汇川公安分局负责人十分惋惜地
告诉记者，杨安猛参加公安工作以
来，对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面
对群众有耐心、有爱心，始终怀着
为人民服务的无悔初心，满怀热忱
地为民办实事，在挚爱的工作岗位
上默默奋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
刻。他的敬业精神，值得我们每一
个人学习！

（记者 王秦龙）

生命最后时刻，他奔忙在调解现场……

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10月9日，遵义市劳
模（职工）疗休养基地授牌仪式暨户外劳动者综合服务站推进会议召
开，市总工会对遵义盆景小镇疗休养基地等18家单位命名为“遵义
市劳模（职工）疗休养基地”，并对其授牌。

图为授牌仪式现场。
（记者 徐茂豪 摄）

18家单位挂牌

“遵义市劳模（职工）疗休养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