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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你离开，已经32个月了，
这些日子里我没有一天不在想
你，可是你却再无法回应我了。”
清明时节，王仕花专程来到开山
岛，给亡夫王继才写了一封特殊
的“家书”。

开山岛是江苏省连云港市
灌云县境内的一座小岛。王继
才和妻子王仕花32年来以海岛
为家、守岛卫国的事迹，感动了
很多人。

如今，岛还是那座岛，斯人
已逝，但岛上水、电、网络等基础
设施不断改善，一批批年轻人接
过守岛接力棒，成为新守岛民
兵，各行各业奋斗者到此汲取干
事创业的精神力量。

“忘不了和你
一起在岛上的日子”

“这些天，我又有许多的话想
同你说说，虽然你听不见也没法回
应我，但是我还是想和你说说。”

提笔写信，只寥寥几句话，
王仕花不禁潸然泪下，打湿了信
纸，与王继才一起守岛的往昔岁
月也一一重现眼前。

1986年7月14日，有军人情

结的王继才，瞒着王仕花，接下
了到开山岛值守的“苦差事”。

王继才多天没回家，王仕花
急了。经过多方询问，她才得知
王继才去守岛了。

当年8月30日，王仕花第一
次登上开山岛，搜寻“失踪”的丈
夫，可只找着一个胡子拉碴、满
身臭气的“野人”。

“看到他为了守岛变成这副
模样，一肚子气瞬间就没了，反
而非常心疼他。回去后，脑海里
都是他黑黑瘦瘦的样子。我必
须到岛上陪着他、照顾他。”不到
一个月，王仕花带着包裹，又上
岛了，这次她再没有离开。

狂风、暴雨、烈日、蚊虫、缺
水、少电……开山岛虽小，可困
难却一点都不少。

王继才夫妇上岛前，来过10
多个民兵守岛，最长的只待了13
天，可他们却默默坚守32年。

“刚开始没想过要守多久，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慢慢也就
习惯了，舍不得离开。而且，老
王脾气很倔，组织交给的任务，
一定要完成。”王仕花说，在他们
心里，守岛，从“有期限的任务”

变成了“终生的使命”。
守岛期间，两人每天早起第

一件事就是升国旗。
有人不解地问，两个人的小

岛，升不升国旗又有何妨。王继
才的回答斩钉截铁：“守岛就是
守国，开山岛虽小，但领土神圣，
必须升国旗！”

2003年10月10日，灌云县
人武部为王继才一个人举行了
入党宣誓仪式。面对党旗，举起
右拳，他庄严宣誓：“……随时准
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32年，他守着岛，她守着他，
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岛上的变化，
你做梦都想不到”

“我知道你最挂念的就是岛
上的事了。你放心，岛上一切都
好！这几年，开山岛迎来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你做梦都想不到
的海水淡化系统、智能微电网系
统等都来到了岛上，小岛夜里也
有光亮了。如果你还在，肯定不
会再因为摸黑走路摔跤了。”

回忆往昔之余，王仕花在信
中还不忘告诉老王开山岛的新
变化。

很长一段时间里，开山岛上
一直缺电少水。虽然相关部门
给配发了一台发电机，也会运淡
水过来，但是为了给国家省钱，
他们点了20多年煤油灯，喝了
30多年雨水。

“民兵守护海岛安全，我们
守护海岛光明。”国网江苏电力
（灌云开山岛）党员服务队获悉
岛上缺电情况后，承诺一定把岛

“点亮”。
2018年底，风光储互补智能

微电网系统及海水淡化系统在
岛上开建。建设期间，工人就住
在岛上的防空洞里。“点亮”了开
山岛，不少工人的皮肤却黑了。
2019年6月，智能微电网系统顺
利建成投运，彻底解决了守岛民
兵用电短缺难题。

“不仅有电，还有淡水！”服
务队队员王仲利指着岛上一个
海水淡化设备说，现在岛上每天
可生产10吨淡水，已实现“用水
自由”。

岛上自然生态也在变绿变
美。

“刚上岛时岛上光秃秃的，
什么都没有。当时老王就跟我
说，以后一定要把小岛建成绿
岛，让上岛的人们能有一片乘凉
的树荫，吃上一点鲜甜的水果。”
王仕花说，他们种过白杨、槐树，
都没活，直到第三年，才偶然种活
了一棵苦楝树。再后来，更多树
木、水果、蔬菜在夫妻二人的精心
呵护下，在开山岛生根发芽。

“放心吧，
咱们哨所有接班人了”

“儿子遵照你生前的意愿选
择了继续留在部队服役，咱们哨
所也有接班人了。人多了，值守
制度更完善了，你放心吧！”信至
结尾，王仕花特意提及开山岛光
明的未来安慰亡夫。

2018年7月27日，积劳成疾
的老民兵王继才，倒在了开山岛
的台阶上。

为了让王继才安心，当年8
月6日，腿脚不便的王仕花正式
向组织递交继续守岛申请：“继
才的承诺就是我的承诺，我要把
岛守下去，直到守不动为止。”

传承这份精神的，不只王仕
花。王继才离世后，当地成立了
开山岛民兵哨所执勤小组，一批
批新民兵踊跃报名，上岛值守。

海风找不到那个熟悉的身
影，发出阵阵呜咽，但有一群新
的守卫者正陆续赶来，誓将这份
可歌可泣的精神延续——他们
守的，不仅仅是一座岛，更是一
颗爱国奉献、矢志奋斗的初心！

共和国辽阔的海疆，注视着
这群守岛报国的接班人！

42岁的颜兵是第三批守岛
新民兵之一。“王继才守岛卫国
的感人事迹在我们当地影响很
大，让我深受触动，于是我就报
名守岛，踏着王继才的脚印，学
习他爱党爱国、甘于奉献的精
神，把开山岛守好。”

王继才的爱国奉献精神，正
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
求。连续几年，来自全国各地、
各行各业的奋斗者慕名来到开
山岛，重温党史、淬炼党性、汲取
接续奋斗的精神力量。为了方
便更多人到岛上参观学习，当地
还专门打造了“开山岛号”和“王
继才号”客轮。

经常带学员到开山岛学习
的灌云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孙
国华说，开山岛不仅是黄海中的
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座彰显新
时代奋斗者价值追求的精神丰
碑。通过开展“争做王继才式共
产党员”学习交流和“王继才式
先进典型”评选活动，当地涌现
出一大批学习王继才先进事迹
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王继才走了，但更多“王继
才”正在新时代不断涌现！

（新华社记者 陆华东 李雨泽）

那岛那岛、、那人那人、、那初心那初心
——一封特殊的一封特殊的““家书家书””

33月月3030日拍摄的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开山岛日拍摄的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开山岛。（。（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雨泽李雨泽 摄摄））

在开山岛在开山岛，，王仕花王仕花（（左左）、）、民兵哨所所长陈志显民兵哨所所长陈志显
（（右右））和轮值民兵一起巡逻和轮值民兵一起巡逻。。（（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刘刘芳芳 摄摄））

“沿着高速看中国”
主题宣传活动启动

新华社上海4月6日电 4月6日，中
宣部会同交通运输部、文化和旅游部等部
门，组织中央和地方媒体在上海启动“沿
着高速看中国”主题宣传活动。

此次主题宣传活动紧扣庆祝建党100
周年主题，选取包茂高速、沪渝高速、连霍
高速、京新高速、景婺黄高速等22条经典
线路，通过直播互动、采访报道、纪实游
记、文化活动等多元形式，从历史纵深、地
理人文、发展变迁、民生改善等视角，忠实
记录百年大党的辉煌历程和丰功伟绩，全
景展现建党百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生动反
映全国各族人民的幸福感和自豪感。活
动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将持续至6
月25日前后。

活动期间，各媒体将定期刊播行进
式、体验式、见闻式报道，串联起精神线、
成就线、风景线、文化线、故事线，充分体
现开放性、参与性、群众性，让人们沿着公
路行、跟随镜头走，将“党的庆典”和“人民
的节日”有机融合。

车险综合改革后
89％的保单
签单保费下降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记者谭谟晓）

记者从银保监会获悉，自2020年9月19
日车险综合改革实施以来，车险市场保持
总体平稳，“降价、增保、提质”的阶段性目
标初见成效，基本符合改革预期。

数据显示，改革实施半年来，89％的
保单签单保费下降，其中保费降幅超过
30％的保单占比达到64％；三责险平均保
额由改革前的89万元提升到133万元；截
至2月底，全国车险综合费用率同比下降
9.39 个百分点，车险手续费率同比下降
6.75个百分点。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车险综合
改革实施以来，车险市场也出现了一些新
情况、新问题，银保监会计划组织10个银
保监局对5家主要财险法人机构的12家
省级分支机构开展靶向检查。

郭守敬望远镜
发布最新数据集
有望构建“数字银河系”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记者董瑞丰）
郭守敬望远镜（LAMOST）8年巡天的数
据集近日正式对国内天文学家和国际合
作者发布。预计到2022年，该望远镜发布
的光谱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条。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获悉，
郭守敬望远镜千万量级的光谱数据将成
为“数字银河系”的重要基石，对于研究银
河系的结构、形成和演化具有不可替代的
科学意义，同时在助力天文学家搜寻稀有
天体、致密天体以及研究恒星物理和探索
遥远宇宙等方面展现出强大优势。

2020年6月，郭守敬望远镜第8年光
谱巡天圆满结束，这也是郭守敬望远镜开
展中分辨率光谱巡天的第二年。历时9个
月，科研人员利用2020年升级后的新数据
处理系统，完成了郭守敬望远镜DR8数据
集的处理及质量分析工作。

郭守敬望远镜运行和发展中心常务
副主任赵永恒介绍，在郭守敬望远镜建
成之前，人类观测到的天体数目已达到
上百亿个，但进行过光谱观测的天体仅
占万分之一。郭守敬望远镜开启了大规
模光谱巡天的先河，预计到2022年，郭
守敬望远镜发布的光谱数量有望突破
2000万。

“郭守敬望远镜已经运行10年，发布
的千万光谱数据和不断涌现的突破性研
究成果，都证明了郭守敬望远镜前瞻性的
设计理念和成功的自主创新技术。”赵永
恒说。

黑龙江打造
“周末游龙江”系列产品

首趟旅游专列开行
据新华社哈尔滨4月5日电（记者董

宝森）记者从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获
悉，日前，500余名旅客乘坐的旅游专列，
从哈尔滨始发驶向齐齐哈尔。这是今年
黑龙江省开行的首趟旅游专列，也是黑龙
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打造的“周末游龙江”
系列产品之一。

据介绍，此趟专列涵盖了齐齐哈尔的
知名景区，游客可以游览湿地之美，体验
齐齐哈尔民俗风情，品味特色烤肉等。

据悉，铁路部门将根据旅客出游特
点，陆续推出抚远“东极行”专列4日游、
漠河“找北游”专列6日游、大庆“铁人精
神”2日游等“周末游龙江”系列旅游产
品，不断丰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满足大
众旅游需求。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
刻——做亡国的奴隶，还是用生
命去抗争？东北烈士纪念馆里，
静静陈列的一把手枪，就是当时
最有力的回答。

此枪为国家一级文物，美国
造，马牌，长20.5厘米，重1.2千
克，枪号80292。这把手枪的主
人是赵尚志，东北抗联创建者和
领导者之一，与杨靖宇并称“南
杨北赵”。

1908年，赵尚志出生于辽宁
省朝阳县，1925年进入哈尔滨许公
中学读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白山黑水，朔风割面。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历史上抵
御外侮至为悲壮的一支部队——
东北抗联，开展了长达14年艰苦
卓绝的斗争。他们不仅要以死
相搏、突破日伪军层层围剿，还
要直面挑战人类极限的恶劣生
存条件，在极寒冰冻、缺衣少粮、
弹药断绝中赓续民族烽火。

九一八事变后，赵尚志投身
抗日斗争，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军
委书记、珠河反日游击队队长、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等职，
指挥了攻打五常堡、宾县和冰趟
子伏击战等著名战斗。日寇对
他闻风丧胆，无奈感慨“小小的
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悬赏万
元通缉，叫嚣“一两肉一两银，一
两骨头一两金”。

日寇对赵尚志制定了恶毒的
诱捕计划，侦知他在萝北、鹤立和
汤原活动，令特务刘德山以收山
货为名，寻找抗联并打入内部。

1942年2月12日，凌晨。原
计划袭击梧桐河金矿伪警察分
驻所和警备队的赵尚志，背后遭
遇刘德山的黑枪，腹部中弹受
伤。他忍着剧痛回身用手枪连
射两枪，当场击毙刘德山。伤重
难行的他，将文件包交给战友并
命令撤退。

据敌伪档案记载，重伤昏迷
被俘后，赵尚志仍不屈斗争。面
对日伪军审讯，他怒目而斥，“你
们不也是中国人吗？你们出卖
了祖国，还不觉可耻吗？”“我一
个人死去，这没有什么。我就要
死了，还有什么可问？”

受伤八小时后，英雄血尽。
残暴的敌人割下他的头颅请功，
将遗体抛入松花江冰窟中。

在残酷的斗争中，东北抗联
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大多战
死，仅军以上指挥员就牺牲30多
位，占半数以上，有的身陷重围
战斗到孤身一人壮烈牺牲，有的
受伤被俘遭剜目割舌砍头，仍坚
贞不屈。

1948年，东北烈士纪念馆建
馆，当地公安人员找到了赵尚志
将军生前使用过的手枪献交，成
为镇馆之宝。

为纪念英雄，哈尔滨市新城
大街更名为尚志大街，他战斗过
的珠河县改名为尚志县，他牺牲
的村子更名为尚志村。

将军血荐轩辕，转瞬已近八
十载。抗联老战士李敏生前数次
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每次谈及
逝去战友都泪流满面：“我们弹尽
粮绝被日伪军围困了三天三夜，
几个刚刚突围的同志忍不住趴在
沼泽里喝泥水，结果没喝几口就
被追来的敌人打死了。树皮、草
根在最孤绝残酷时期，也成了‘奢
侈品’；因为缺少子弹，每一粒枪
弹和补给都要从敌人手中缴获，
战斗时要同时背几条不同的枪；
密营为防止暴露不能生火，许多
战士生生冻掉了手脚……”

然而，这些有名的和无名的
英雄却从未退却，在黑土地上前
赴后继，留下层层鲜血浸泡过的
颜色，镌刻下“抗联从此过，子孙
不断头”的誓言，挺起了中华民
族的脊梁。（新华社记者 邹大鹏）

将军手枪忆忠魂

日前，兰州水墨丹霞景区各项建设已经进入扫尾阶段，“五一”期间将向游客正式开放。景区规划
面积400平方公里，一期核心游览面积20平方公里的兰州水墨丹霞景区是距离省会城市最近的丹霞地
貌群，目前已建成“丝路古途”“丝路霞光”“九色丹青”“翠峰澜天”等十个观景平台。

图为4月5日拍摄的兰州水墨丹霞景区（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陈 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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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伯明翰大学近日发表
的一份声明说，一个由150多
名研究人员组成的中英科研团
队对北京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
空气污染状况调查，结果显示：
由于采取了清洁空气行动，北
京的空气质量在过去数年中得
到显著改善。

“中国超大城市空气污染和
人体健康中英联合研究计划”获
得中英两国科研资金资助，来自
伯明翰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剑
桥大学、北京大学以及清华大学
等的研究人员利用新型观测技
术和模型对北京空气污染的成
因和健康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

项目的一位领衔科学家、

伯明翰大学的罗伊·哈里森教
授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北京的空气污染受天气条件的
影响经常变化，为了更准确地
分析减排对空气质量变化起到
的效果，团队利用精密仪器长期
观测了当地多项与空气质量相
关的指标，从而进行深入分析。

据团队近期发布的报告，北
京市中心主要空气污染物，包括
细颗粒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
黑碳等的实测排放通量低于此
前估算结果；北京市中心以外的
生物质和燃煤产生的PM2.5会
被气团带入市区，进而影响北京
市区的空气质量；削减氨排放
可显著降低PM2.5浓度。

他们还发现，烹饪用油带
来的排放也是城区细颗粒物的
来源之一，表明北京可能需要
更严格控制这类本地污染源；
此外，道路交通尽管不是北京
一次颗粒物的主要来源，但是
氮氧化物的重要来源。一次颗
粒物是指由排放源直接排入环
境中的液态或固态颗粒物。

哈里森说，团队开发的方
法能排除天气因素的影响，从
而更准确估算排放变化对空气
质量的影响，“而我们发现（北
京）在改善空气质量方面取得
了很大进展，尤其是在多种受
监测的污染物减排方面”。

（新华社记者 张家伟 金 晶）

中英研究显示北京清洁空气行动成效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