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晓红：英雄从未走远

沈克诚：把生的希望推给别人 马祖光：科研报国 一生“追光”
据新华社电 （记者许舜达） 一

名交通警察，一生中做过无数交通
指挥手势和动作。在生死关头，浙
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人民警察沈克
诚做了他 12 年交警生涯中最后一个
动作——推。就这一推，他把生推
给了别人，把死推给了自己。

沈克诚，1960 年 12 月出生于安
吉县鄣吴镇。1978年参军入伍，在部
队4年曾7次受到嘉奖。1982年复员
后，在安吉县供销社车队做修理工 7
年。1989 年进入安吉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从警12年来，曾先后6次受县
公安局嘉奖，两次被评为优秀民警。

2001 年 7 月 13 日深夜，大雨滂
沱，一辆由浙江温州开往湖北襄阳的
双层卧铺大客车，在安吉县境内的04
省道幽岭隧道 2号洞口外，翻入公路
旁9米深的山谷，车上的23名旅客生
死不明。

安吉县交巡警大队立即组织警
力赶赴现场。当时并不担任值勤任
务的交巡警大队副大队长沈克诚，也

第一时间驾车赶往现场。沈克诚当
即指挥民警在隧道另一端维护交通
秩序，随后，他和现场民警全力投入
了抢救工作。但现场突发新的意外
情况。一辆由杭州开往安吉的罐装
货车驶入幽岭隧道，在隧道内超越一
辆拖拉机时，由于路滑失控而左冲右
撞。一出隧道洞口，货车冲往出事客
车坠入山谷的方向。

正忙着救助伤员的沈克诚面对
着隧道洞口，看到这突如其来的险
情，他的第一个反应便是高喊：“让
开！快让开！”在生与死的瞬间，沈克
诚又一把推开了近在咫尺的民警沈
俊与旅客杨长江，他却被撞倒在离隧
道洞口几十米远的路基上，并与货车
一起翻入公路一侧的山谷里。

在这次交通事故中受伤的 14 名
重伤员脱离了危险，沈克诚，却永远
离开了。牺牲后，浙江省政府批准沈
克诚为革命烈士，并追授“人民卫士”
称号；公安部追授他全国公安系统一
级英模称号。

据新华社电（记者杨思琪）马祖
光，中国科学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
学航天学院教授，生前长期从事激光
介质光谱、新型可调谐激光和非线性
光学及应用研究。一生“追光”、科研
报国，是他生命的写照。

马祖光1928年出生在北京，后在
山东大学求学。1950年，到哈尔滨工
业大学研究生班学习，同时担任物理
教师。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国外做
访问学者期间，马祖光成功发现了

“钠双原子分子第一三重态跃迁”新
光谱。这是国际上首次观察到这一
谱区的荧光辐射。然而，当时的外国
专家认为，马祖光的成果是使用国外
的实验设备取得的，在论文中把马祖
光的名字写在了第三位。他据理力
争，最终，这项发现被认定只属于他
一个人。“我争的是国家的声誉、国人
的尊严。这是中国人做出来的，荣誉
应该属于中国。”马祖光说。

从教数十年，根据国家发展需
要，马祖光不断调整研究方向，先后

提出激光介质光谱、新型可调谐激
光、X光激光、非线性光学技术、红外
激光技术和激光空间信息技术等多
个颇具创新性的世界前沿科研方向。

在国际上首先实现激光振荡 10
项，发现新荧光谱区 17 个，首先观察
到非线性光学过程 7种，首先观察到
了 13 个新谱区……马祖光承担了一
批激光工程应用亟待解决的重大课
题，取得了一批处于国际前沿水平或
国内开创性的科研成果，多次获得国
家自然科学奖、国家专利以及省部级
科技进步奖。

1999年，学校推荐他参评院士，他
却要求把申报材料退回来。2003年，
就在他去世前一个月，他还应邀为学
生进行题为《做人与做事》的讲座……

“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祖国的
爱是很具体的，具体在每一天怎样去
做人、做事和对待工作上”“人家的条
件再好，都不如把自己的国家建设
好”……这是马祖光生前朴实的话
语，是他留给世间的精神财富。

据新华社电(刘新、侯松松)英雄
已逝，本色长青。2020年是李晓红光
荣殉职 17 周年。李晓红生前系武警
北京市总队医院内二科主治医师。
2003 年 3 月 25 日，该院收治一名“非
典”患者，她深知这种病的传染性和
危险性，但仍以一名医护人员崇高职
业操守，义无反顾担负起救治患者的
重任，连续奋战6天，因劳累过度不幸
感染病毒。

2003年4月16日凌晨，李晓红倒
在了抗击“非典”的战场上，年轻的生
命永远定格在28岁，成为第一个倒在
救治“非典”患者第一线的军队医务
工作者。

就在李晓红殉职 20 天前的那个
上午，她所在科室接诊了全院首例

“非典”患者。同在医院从事医务工
作的丈夫考虑那段时间妻子工作疲
劳，劝她休息几天。

李晓红说：“我是一名军医，怎么
能临阵逃脱呢！”那天，她像往常一
样，与科里医务人员一起分析病情，
亲自为那名“非典”患者体检、诊治。
尽管采取了一定的防护措施，但在收
治那位“非典”病人 5天后，过度疲劳
的李晓红不幸被“非典”病毒感染。

4月 6日这天，李晓红病情加重，
每说一句话都要喘好一阵儿。院里
决定将她转到条件较好的医院。李
晓红得知后说：“我年轻，免疫力好，
还是先转比我病情更重的病人吧！”

直到被报病危，无法用语言和医
生交流，她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用笔
艰难地在纸上写下对自己病情的体
验和分析……

李晓红病逝后，被中央组织部追
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武警北
京市总队为她追记一等功，并批准她
为革命烈士。

据新华社电（记者邱冰清）在江
苏徐州邳州市龙泉泽后园公墓，有一
座杨松林烈士墓。这里，常迎来祭奠
他的亲人、普通市民、公安战线的后
辈等。

杨松林，江苏徐州新沂市合沟
镇前八杨村人，1955 年 6 月出生。
1976 年 3 月至 1990 年 11 月在沈阳军
区 39 军 116 师服役，历任战士、班
长、副场长，在部队期间先后多次
受到嘉奖，荣立三等功3次，并被部
队授予“学雷锋先进分子”荣誉称
号。1990 年 11月转业分配至邳州市
公安局。

2003年11月3日18时许，在邳州
市铁富镇，一辆无牌红色面包车拒绝
接受检查并逆向闯卡逃窜。时任邳
州市公安局交巡警大队五中队副指
导员的杨松林正在执勤，立即驱车追
赶。当警车追至与面包车平齐时，对

方打开车窗对着警车开了一枪，并说
“再追就打死你”。

由于地处偏远地带，手机信号全
无，杨松林无法与同事取得联系。他
只身一人驾车追出 8公里，终将面包
车逼停在路边。杨松林与 5名持枪、
持刀歹徒展开殊死搏斗，身中枪弹和
30 余刀。已成一个“血人”的他死死
揪住一名歹徒的胳膊不放。身遭多
处致命创伤倒地后，杨松林还是没有
松手，歹徒硬是将他的手指一根一根
地掰开后才逃离现场。

8公里的追击堵截，5分钟的生死
较量，9颗牙齿被齐齐砍断，37刀和 1
颗子弹，14米的鲜血淋漓……杨松林
倒在了这段他日夜守卫、巡视了无数
遍的公路上，生命定格在了48岁。江
苏省人民政府将“平安卫士”称号追
授于杨松林，2004年 2月他被公安部
追授二级英模。

据新华社电（记者王皓）“我的大
哥李启明十几岁就离开家乡，秘密加
入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到新中国成立，久经考验，可以说
为国家的情报和公安事业奉献了一
生。”李新明这样评价自己的堂兄。

李启明，1915年出生于山西省神
池县。1929年，李启明到太原一中读
书，开始参加共产党外围活动。1931
年，李启明参加冯玉祥举办的汾阳军
官学校。1932年，李启明秘密加入中
国共产党，随同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
民族抗日同盟军参加古北口战役。

1937 年 9 月，李启明奉命任西北
保卫局茶坊检查站站长。1938 年 6
月参加保安处七里铺侦察情报训练
班第一期学习，期间曾去瓦窑堡开展
情报工作。1939 年奉命组建绥德外
勤组，任组长。1941年又奉命建立靖
边外勤组，仍任组长。1942年调回延

安，任保安处情报科员。1943年春保
安处成立情报科，任科长。1946 年 7
月任保安处副处长。1949 年 3 月任
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安厅副厅长，并主
持公安厅工作。

经历各种情报岗位的李启明，年
轻有为，功勋卓著，是陕甘宁边区公
安情报保卫工作的主要开拓者和领
导人之一。

1950年1月至1954年10月，任西
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西北行
政委员会公安局局长。西北大区撤
销后，历任陕西省委常委兼陕西省公
安厅厅长、陕西省委常委、书记处书
记、副省长、代省长兼省公安厅厅长，
陕西省省长等职。1977年 8月后，历
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务书记、第二书
记、省政协主席等职。

2007 年 12 月 19 日，李启明在北
京病逝，享年93岁。

据新华社电（张玉清、吴李华）
“英雄中队，团结奋战，利刃出击，谁
与争锋……”这是“空战之王”赵宝桐
所在单位出征时的铮铮誓言。每次
出征前，他们必向战旗宣誓，循着先
辈足迹，练强胜战本领。

赵宝桐，1928年出生于辽宁省抚
顺市，1945 年 8 月参军，参加过辽沈
战役和解放抚顺、武汉三镇等战役战
斗。1949年入第四航空学校学习，是
新中国第一批飞行员。抗美援朝战
争爆发后，飞行只有50多个小时的赵
宝桐英勇顽强，首战告捷。

1951 年 11 月 4 日，100 多架敌机
进犯清川江等地区。

“注意，前面有敌机！”赵宝桐从
耳机里听到大队长牟敦康的声音，只
见大约 6 公里外有 10 余架敌机。大
家投下副油箱，加大速度爬高，按战
斗队形向敌机展开攻击。

赵宝桐一下子进入了 20 多架敌
机的中间。几架敌机马上围拢过
来，把机头对准了他的飞机。他毫

不迟疑，猛地一拉操纵杆向斜上方
冲去，机身旁闪过道道弹光。等他
回过头来，看到 4 架敌机正在左转
弯，露出一个空档，他驾机冲了过
去，顺势咬住一架敌机紧追不放，
并果断开炮，敌机一头扎进江湾的
泥滩里。在随后的空战中，赵宝桐
又击落一架敌机，首次空战就取得
骄人的战绩。同年 12 月 2 日，志愿
军空军迎来大空战。志愿军空3师首
次全师出动，配合友军4个飞行团的
兵力，升空迎敌，飞至顺川、清川
江口上空时，与美军20架F-86“佩
刀”战斗机迎面相遇。赵宝桐毫不
畏惧，上下冲杀，一举击落敌 F-86
飞机 2 架，成为空 3 师击落“佩刀”
战斗机的第一人。

赵宝桐在抗美援朝空战中共击
落美机7架、击伤2架，创造了志愿军
飞行员个人战绩最高纪录，被授予一
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两次荣立特等
功，成为中国空军历史上的“空战之
王”。

杨松林：“平安卫士” 李启明：为公安情报工作奉献一生

赵宝桐：不朽的“空战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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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丘市纪委监委多措并举提高基层监督能力

搭建网络做细做实基层监督
□河北日报记者 卢旭东

通讯员 王 玉 刘世超

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
层，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关切点、需求点也
在基层。近年来，任丘市纪委监委多措并
举搭建基层监督网络，让监督触角不断向
基层延伸，打通监督“最后一公里”，撬动
基层“大治理”，着力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
作风问题，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纪检监察就
在身边、正风反腐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
在身边。

数据“站岗”，提升纪检监察
工作质效

被调离工作岗位的任丘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小餐饮登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白
某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利用职务之便，
收取服务对象关系人 500 元微信红包的
事情，会被市纪委监委迅速掌握。任丘
市纪委监委借助基层公权力监督信息平
台 ，第 一 时 间 发 现 了 白 某 违 规 违 纪 的
事实。

据悉，该市以乡科级单位为单元，统

一构建基层公权力监督信息平台，整合
“三资”监督管理、小微权力监督管理、工
程招投标监督管理、基层治理等系统，全
面建立公职人员廉政档案、乡镇村社监察
对象信息库，实现监督对象基础信息全覆
盖、各类数据动态实时更新。

“每一件信访举报的流转处置过程清
晰可循，每一位监察对象的廉政信息一目
了然，每一个村、社区的政治生态画像都
可用图表直观描绘……”日前，提起“数字
纪检监察”基层监督信息平台，该市辛中
驿镇纪委书记、驻镇监察办主任史翔宇称
赞不已。

该市通过利用审计局信息系统、公车
信息化管理系统平台、税务、行政审批、公
安等部门大数据平台，筛查公款吃喝、隐
形“四风”、公职人员经商办企业、公职人
员酒驾醉驾等问题，发现问题线索 52 个，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48人。

让数据“站岗”，定时筛查，实时预警，
这样的信息化操作提升了基层纪检监察
工作质效。去年以来，该市纪委监委利用
基层监督信息平台发现问题线索81条，共
处理51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7人。

网格监督，消除“小权力”监督盲区

不久前，任丘市石门桥镇史村的基层
纪检委员丁水接到了村民的举报线索：村
里的集市路面硬化工程中使用的混合土
不合格。了解情况后，丁水立即和承包商
协商此事，并督促其马上解决。很快，承
包方又拉来 40 吨白灰，重新调整灰土比
例，最后使混合土质量达标。

史村的问题迅速解决的背后，是任丘
市对基层监督机制进行改革，让一批像丁
水一样的基层纪检委员在岗位上充分发
挥熟悉村里工作、处事得力特点的有益
探索。

据悉，该市在全市推进“纪委监委班
子成员、乡镇纪委、村级纪检委员、党小组
监督员”市、乡（镇、街道）、村（居、社区）、
组四级网格化管理方式，纪委监委班子成
员每人包联2至3个乡（镇、街道），乡（镇、
街道）网格负责人由乡（镇、街道）纪委干
部担任，每人包联 6 至 10 个村；村（居、社
区）网格负责人由村（居、社区）党支部纪
检委员担任，负责对全村（居、社区）各党
小组进行监督；各党小组设 1 名党员网格

员，负责对党小组成员进行监督。据此，
将全市 1053 个党支部按照党小组进行网
格管理，每组选出 1 名组级纪检信息员。
全市近 3000 名组级纪检信息员成为村级
纪检监督的“摄像头”。

“纪检信息员充分发挥他们人熟、地
熟、情况熟的优势，在网格中收集基层群众
的各类意见建议、问题线索、苗头性倾向性
问题等信息，并及时报告至村（居、社区）党
支部纪检委员，确保情况在一线掌握，监督
在一线发力。”该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
人说。

据了解，去年以来，任丘市 381 名基
层纪检委员共报送各类问题信息 170 条
次，其中有效价值信息 56 条，转问题线索
5条，真正成为群众身边的“报警器”。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基层治理决不能成为短板；强化对权
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小权力’也不能存
在盲区。”该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要不断织密基层监督网，提升基层治理水
平，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
人民谋幸福，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河北日报讯（记者卢旭东 通讯员张
瑶瑶）“村里的路修好了，俺们老百姓出门
再也不用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了，去
年俺的苹果也多卖了两千块钱哩。”看着
门前新修好的路，算着去年卖苹果的收
入，卢龙县招军屯村的张大爷脸上乐开了
花。

原来，近年来卢龙县部分县级及以下
公路，因车辆超载等原因损毁严重，且因
维修养护经费紧张，没有及时得到维修养
护，影响了群众出行和县域经济的发展。

为方便群众出行，该县交通局全力解
决道路不畅问题。去年以来，完成 18.756

公里卢昌线大修工程、11.76公里卢陈线大
修工程，完成2.33公里镇中至孙庄段改造
工程，完成 18 条共 23 公里“畅返不畅”农
村公路改造工程和 17 座农村公路危桥改
造工程。越来越多的农村群众迎来了修
整一新的道路，告别了出行的烦恼。

“群众的痛点在哪里，整治的重拳就
打到哪里，整治顽疾，让群众的痛点变成
幸福点。”该县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说。

针对部分困难群众反映的吃水难问
题，该县纪委监委启动了“马上就办”机
制，协调县水务局和相关镇村为 590 户贫
困户接通自来水管网，为61户贫困户新打

自备井；完成 11 个村自来水管路维修、水
源井维修，确保每一名困难群众都能吃上
干净放心水。

“有了自来水，再也不用去村头挑
水了，俺们老两口也不用担心冬天挑水
滑跤了。”看着自家水龙头里涌出的清
水，该县殷庄村的齐大爷流下了激动的
泪水。

据了解，去年以来，该县纪委监委会
同民政、住建等18个责任部门，对扶贫、教
育、医疗卫生、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存在
的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开展专项整治，
查处漠视侵害群众利益典型问题54起，给

予党纪政务处分 6人，集中解决了一大批
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针对食品药品安全，检查药品零售企
业80家次，医疗机构30家次，立结案9起，
检查餐饮行业立结案15起，对蔬菜、禽蛋、
猪肉、水产品质量安全和农药、兽药添加
禁用成分问题开展监督检查；针对村医空
白点，群众就医难问题，定向培养年轻乡
村医生48名，同时为部分乡镇卫生院配备
了DR5台、彩超7台；针对统计造假问题，
举办“乡村振兴战略”农村会计统计培训
班，分两期对全县近 600 名县、乡、村基层
统计人员进行统计法律法规、农村统计业
务和基础财会知识的培训，对13家企业开
展“双随机”执法检查……

“群众的呼声，就是行动的号角。群
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我们马上就
办，决不能凉了老百姓的心。”该县纪委监
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将继续聚焦群众急难
愁盼的具体问题，落实好“马上就办”机
制，第一时间回应群众关切。

卢龙着力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马上就办”第一时间回应群众关切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刘忆 记
者卢旭东)“霸州市生态环境局胜芳
分局刘某某制作虚假案卷对辖区 3
家企业实施虚假处罚，向辖区企业
索要钱款，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处分，其涉嫌违法犯罪问题已移送
司法机关调查处理……”日前，霸州
市纪委监委查处一起破坏营商环境
的案件。

去年以来，该市纪委监委聚焦
主责主业，立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持续加大监督执纪执法力度，为优
化营商环境提供纪法保障。该市纪
委监委坚持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相
结合，制发《日常监督检查工作要
点》，围绕窗口单位工作作风、工作
纪律、办事效率、服务质量等事项，
成立专项检查组，采取明察暗访、走
访谈话、调查问卷等方式，开展常态
化监督检查。

同时，对深化“放管服”改革、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互联网+政务
服务”改革等事项开展专项监督，
重点查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拖着不办、推诿扯皮等问题，以严
格问责追责倒促作风转变和服务
质量提升，最大程度方便企业和群
众办事。

为进一步增强监督检查的精准
度和实效性，该市纪委监委紧盯发
改、住建、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
结合重点项目建设进度开展“一对
一”贴身服务，督促有关部门强化履
职担当，提高办事效率，确保重点项
目早日落地投产达效。注重发挥开
发区纪工委“近身”监督优势，每季度对开发区内重点企
业走访一次，及时发现并严肃查处服务态度差、办事效率
低等行为。

此外，该市纪委监委还致力于推动亲清新型政商关
系，印发《致全市民营企业界朋友的一封信》，通过设
置举报箱、公开举报电话等方式，引导广大经营者参与
监督举报。严肃查处党员干部利用公权力充当“红顶中
介”、阻挠企业正常发展、破坏公平竞争环境等违纪违
法行为，对管理不严、监督不力致使本领域、行业问题
频发多发、屡纠屡犯的，严肃追究领导责任和有关人员
责任。

“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措施落实落地，纪检监察
机关责无旁贷。”该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
续聚焦破坏营商环境问题，着力发现和查处贯彻落实
不力，有令不行、自行其是，搞拖延、打折扣等行为，依
规依纪依法开展监督，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为
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纪法
保障。

据了解，该市纪委监委去年全年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5次，推动整改问题14个，受理损害市场营商环境问题3
件，立案查处 5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4 人，诫勉谈话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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