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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4月9日电（记者 吴文诩）在成
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的彭大将军专祠内，一座高
达近10米的石碑矗立其间，碑身南北面书有“彭
大将军家珍烈士纪念碑”，东西面写着“先烈彭大
将军家珍殉国纪念碑”。

1912年 1月 26日的深夜，北京西四北红罗厂，
清朝顽固派首领良弼家宅门口响起猛烈的爆炸
声。23岁的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彭家珍只身深
入虎穴，用土制炸弹将良弼炸死，自己则英勇捐躯。

彭家珍，字席儒，四川金堂人（今青白江区
城厢镇人），1888年4月9日出生。1906年毕业于
四川武备学堂，后赴日本考察学习军事，在日本
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接受孙中山先生倡导的革
命思想。

1912年 1月 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
成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但清王朝以良弼
为首的顽固派不甘失败，组织“宗社党”拼力反
抗革命。良弼是“宗社党”领袖，他坚决反对清
廷与革命政府议和，欲集结十万清军与革命军决
一死战。

为了扫清革命阻碍，彭家珍自告奋勇，决定
舍身前往刺杀良弼。彭家珍通过调查发现，良弼
的亲信弟子、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与自己外表相
似，可以假扮他去见良弼，于是便印了崇恭的名
片，又购买了一套清军官服。

1912年 1月 26日晚，当良弼乘坐的马车回到

府邸门前，良弼正从马车上迈下一只脚时，一个
身着清军官服的青年人迎上来递上一张名片。良
弼觉得不认识眼前这个人，诧异之间欲转身快步回
府。突然，青年人掏出一枚炸弹，一声巨响后，良弼
应声倒地，左腿当即被炸断。一块弹片也击中了青
年人的头部，他不幸壮烈牺牲。这个青年正是彭家
珍，时年 23岁。两天后，良弼伤重死去，同时殒命
者还有其八名卫兵。

那是一个为革命慷慨赴死的年代。爆炸行动
前，彭家珍写好绝命书，连同账簿和现洋 200元
装入皮包内，交给同志。“共和成，虽死亦荣；共
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
这是彭家珍留下的生命绝唱。

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在爆炸行动十多天后，
清朝宣统皇帝下诏宣布退位，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
帝制从此终结。孙中山称赞彭家珍“我老彭收功弹
丸”，并追赠其为“陆军大将军”。新中国成立后，毛
泽东签发给其家属《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
证》，表彰彭家珍“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彭家珍已经牺牲 100多年，如今家乡城厢镇
的变化非常大。近年来，城厢镇以重点镇建设为
契机，以现代产业发展为支撑，以“五区一带”
和古镇保护开发的产业发展布局为基础，推动全
镇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步
伐，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初步形成交通方便、环
境优美、具有较强辐射力的区域经济文化中心。

彭家珍：慷慨赴死为共和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
之则亡。

“面对复杂变化的世界，人类社会向
何处去？亚洲前途在哪里？”在博鳌亚洲
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提出这些“时代之
问”，深刻分析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明
确提出共创和平、安宁、繁荣、开放、美
丽的亚洲和世界的中国方案，充分彰显了
大国领袖的宽广胸襟、深邃目光和历史担
当，赢得与会嘉宾高度认同，引起国际社
会对“时代之问”的广泛思考。求解“时

代之问”，最根本的就是要把握历史规
律，认清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

当今世界，什么是滚滚向前的潮流和
大势？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给出了三
个关键词：和平合作、开放融通、变革创
新。放眼今日全球，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
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冷战思维、零和博弈
愈发陈旧落伍，妄自尊大或独善其身只能
四处碰壁；世界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地球村，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相
互联系、相互影响，推进互联互通、加快
融合发展才能促进共同繁荣发展；变革创
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
谁排斥变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后于
时代，谁就会被历史淘汰。面对这样的世
界大势，唯有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
而为，才能创造历史、成就未来。

40年前，中国共产党作出改革开放的

关键抉择，正是对世界大势的顺应，对时
代潮流的把握。40年来，改革开放这场中
国的第二次革命，深刻改变了中国，我们
这个古老民族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

“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深刻影响了世
界，中国始终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
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40
年历史充分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必
然成功，也一定能够成功，根本原因就在
于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顺应了中国人民要
发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
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要
和平生活的时代潮流。

在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提出一个
鲜明论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
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
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今天的世界，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挑战前所未有、逆

全球化趋向不断涌现。当此之际，是开放
还是封闭，是前进还是后退，考验着人们
的胸襟、眼界和智慧。越是在这样的时
候，越要求我们在不畏浮云遮望眼中把握
历史规律，在善于拨云见日中认清世界大
势。尽管前进道路上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
的困难和挫折，尽管发展大潮中可能会出
现这样那样的风险和挑战，但只要我们顺
应潮流和大势，坚持开放共赢，勇于变革
创新，就定能让亚洲和世界变得和平、安
宁、繁荣、开放、美丽。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今天，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
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
封闭的孤岛。顺应世界大势，同心协力、
携手前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亚
洲和世界的未来一定更加美好。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把握历史规律 认清世界大势
—二论习近平主席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全国统
一领发记者证的通知》精神，我台下列人员符
合记者证发放的条件。现按照河南省新闻出版
局的要求，予以公示。

河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监督举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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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2018年

5月 21日 10时至 2018年 5月 22日 10时止（延时
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
com/law_court.htm?spm=5262.7189077.0.0.
qsF8TH&user_id=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园
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商丘市睢阳区睢阳大道西
侧宇航路北侧金居银郡18号楼101号商铺，建筑
设计用途为商业，房屋总层数12层，所在层数为
1-2层，建筑面积374.16平方米。详细信息请登
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
参加竞买。

联系人：何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076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8年4月11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8
年5月21日10时至2018年5月22日10时止（延
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
bao.com/law_court.htm?spm=5262.7189077.0.0.
qsF8TH&user_id=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
园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商丘市梁园区万和城
2#楼 1单元（东单元）6层西户（在建工程）住宅
房地产，建筑面积：127平方米。详细信息请登
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
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许法官
联系电话：1352383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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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2018年
5月 21日 10时至 2018年 5月 22日 10时止（延
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
taobao.com/law_court.htm?spm=
5262.7189077.0.0.qsF8TH&user_id=
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
院）公开拍卖商丘市谢集桃花苑社区 26房产，
建筑总面积：3945.98平方米。详细信息请登
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
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胡法官
联系电话：13592367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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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报讯（记者 刘玉宁） 4月 11日，市委宣传部组织召开全
市“党的创新理论万场宣讲进基层”活动动员会。市直相关单位
负责人和各县（市、区）委分管理论工作的负责人参加了动员会。

据了解，此次宣讲活动从 2018年 4月中旬开始至 12月底结
束。宣讲内容：党的十九大的鲜明主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丰富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
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丰富内
涵和重大意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战略部
署；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的战略部署；建设经济强省、打造“三个高地”、实现“三大提
升”的奋斗目标，持续发挥优势、打好“四张牌”的重大举措；
我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扎实推进商丘经济社会发展各项
工作的重大举措等。

此次宣讲活动将调动各方力量积极参与，重点组织好领导干
部、专家学者、党员志愿者、青年机关干部等力量参与，宣传活
动突出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网络“六
进”渠道。同时，要统筹宣讲手段，建好用好实地宣讲、报台宣
讲、新媒体宣讲三个平台，线上线下同向发力，实现报网互动、
网台联动、报台呼应，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党的创新理论进基层
宣讲矩阵，进一步增强理论宣传的即时性、互动性和覆盖面，形
成网上网下宣传强势。

与会代表交流了以往开展工作的经验和做法，介绍了开展宣
讲活动的工作设想和安排。会议还对宣讲活动进行了部署。

我市启动“党的创新理论
万场宣讲进基层”活动

新华社长沙4月 10日电 （记者 柳王
敏）一入湖南常德桃源县教仁学校大门，抬
头就可见一尊宋教仁雕像。四月春暖，烈士
一袭长袍，头戴毡帽，昂首肃立，目视前
方。就在不久前，200余名师生代表和社会
各界人士齐集雕像前，纪念宋教仁为国捐躯
105周年。

“千古武陵溪上路，桃源流水潺潺。”一
代英烈宋教仁，其勤奋刻苦的求知精神、矢
志不渝的革命精神、义无反顾的爱国精神、
倾注一生的法治精神在教仁学校学子和桃源
人民中间广为流传。

宋教仁 （1882 年-1913 年），字钝初，
号渔父，湖南常德市桃源人，是民主革命的
先行者。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唐绍仪内阁的农
林部总长，国民党的主要筹建人。

1888年（清代光绪十四年），6岁的宋
教仁进入私塾读书，1899年，升入桃源漳
江书院，1902 年，考入武昌普通中学堂。
翌年入学，在校期间，由吴禄贞等人组织的
革命团体在武昌花园山的聚会吸引了宋教
仁，他常与同学议论时政，并走上了反清革
命之路。

1903年8月，宋教仁结识黄兴，成为挚
友。同年11月4日，他偕黄兴、刘揆一、陈
天华、章士钊筹创华兴会。

1904 年 2 月，以“驱除鞑虏、恢复中
华”为政治纲领的华兴会在长沙成立，黄兴
任会长，宋教仁任副会长。同年 11月，宋
教仁抵达日本，先后入东京政法大学、早稻
田大学学习。学习期间，他广泛阅读了西方
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书籍，
还翻译了《日本宪法》《俄国之革命》等各
种文稿，对当时世界重要国家的政治、经
济、法律各种制度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

1905年6月，宋教仁创办革命杂志《二
十世纪之支那》，入读日本法政大学；同年
8 月，他支持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
会，并当任其司法部检事长，将《二十世纪
之支那》改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

1910 年底，宋教仁从日本返抵上海，
任《民立报》主笔，以“渔父”笔名撰写大
量宣传革命的文章。

1911年7月，宋教仁与谭人凤、陈其美

在上海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亲任总务干
事。他来往于上海、两湖各地，积极发展中
部总会分会，筹款购买武器弹药，推动长江
中下游流域的革命进程。

1913年 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
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经营下，国
民党取得重大胜利，进一步提高了他的政权
预期和政治热情。宋教仁正欲循欧洲“内阁
制”惯例，以党首身份组阁之际，同年3月
20日 22时 45分，被洪述祖暗杀于上海火车
站。22日凌晨 4时 48分不治身亡，年仅 31
岁。今宋教仁墓安于上海市闸北公园。

章太炎在《民国报》《神州日报》评点
宋教仁“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
仁，堪为宰辅”“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

蔡元培在《我之历史》序言说：“（同
盟会）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
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
其最著也。”

多年来，宋教仁家乡的桃源人民铭记和
深切缅怀宋教仁先生的英雄事迹，弘扬宋教
仁的爱国奉献精神，怀念这位杰出的革命家，
桃源人民将宋教仁的故居原八字路乡粟山坡
村改名为“渔父村”，2011年 5月，又将渔父、
回龙、姚家冲三个村合并为“教仁村”。2001
年将原八字路中学改名为“教仁中学”，后又
将教仁中、小学合并为现在新建的教仁学
校。

桃源县为纪念宋教仁还兴办了六项工
程：宋教仁故居、三杰亭、专著 《宋教
仁》、宋教仁学校、影视剧《宋教仁传奇》。

同时，桃源县还规划设计了宋教仁故居
文化产业园，正在筹建宋教仁博物馆，建立
了桃源县宋教仁研究会。

为国捐躯宋教仁

4月10日，园林工人在运河公园栽种景观树木。示范区运河公园绿化工程东起长江东路与京九铁路交会
处，西至大运河与沙河两河交汇处，总占地面积约595.8亩，其中河道东西跨度约2.5千米，河道均宽约50
米。该工程以水为核心的生态格局，重点修复商丘大运河生态系统，激活河道生命力，创造自然健康的河畔
休闲体系。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多年来，“一块木板两块砖，三尺栅栏围四边”的旱
厕，曾遍布民权县白云寺镇的角角落落。如今，随着农村
人居环境的改善，“厕所革命”已触及寻常百姓家。昔日的

“露天坑”，正逐渐被洋气十足的方便“水冲式”厕所取代。
“以前家里的茅坑太脏了，一到夏天蚊子、苍蝇很

多，臭气哄哄的。现在好了，政府给补贴，改成了水冲式
的。方便后，用水一冲，舒心嘞很！”4月9日，在白云寺
镇青行村农村改厕施工现场，村民张志力乐开了怀。

据了解，一进入4月，该镇分批对41个行政村逐村实施
改厕。小浑子、青行村是该镇推广农村改厕的试点村，镇里
统一购置三格化粪池425座，按照每户900元的标准进行补
贴，现已完成200余户的改厕，剩下的正在加紧改造中。

“现在政府注重农民的生活质量，连厕所的事都关注
者，农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搁以前，谁能想到会用
上这洋玩意。”小浑子村党支部书记杨冬冬感触颇深。

据安装技术员介绍，这种厕所叫“三格化粪池式厕
所”，粪池里设有3个格子，每个由连通管相连，第一格起到
截留粪渣、沉淀虫卵和使粪液分层的作用，再经过第二格、
第三格的持续贮存发酵，病菌和寄生虫卵基本被杀灭，最终
排出的液体可实现无味无害，况且两三年都不用掏粪池。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镇将农村改厕工作作为美
丽乡村建设的重点工作，作为关注民生、推动发展的一项
民心工程来抓。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逐步推进全镇农村
改厕工作，为村民创造洁净优美的生活环境，让他们拥有
更多的幸福感。” 该镇党委书记党新建如是说。

白云寺镇：“厕所革命”舒民心
□ 赵昌红

乡村振兴在行动

据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记者 陈炜伟 许舜达）国家
统计局 11 日发布数据，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比去年同期上涨2.1%，延续了温和上涨态势。其中，1
至3月份同比分别上涨1.5%、2.9%和2.1%。

CPI涨幅有所波动，主要是食品价格变动所致。统计显
示，2月份，春节因素导致需求增加，大范围降温和雨雪天气
影响供应，食品价格环比上涨4.4%；3月份，节后需求回落及
天气转暖，供需关系调整，食品价格迅速回落，下降4.2%。

非食品价格上涨略快。数据显示，一季度，家庭服务和旅
游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5.4%和 4.1%，养老服务、邮递服务和教
育服务价格分别上涨3.5%、3.3%和2.7%。

与此同时，生产领域价格涨幅回落。一季度，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指数（PPI）比去年同期上涨3.7%，涨幅比去年四季
度回落2.1个百分点，涨势趋于平稳。

“尽管受当前国外经济环境变化、国内供需关系调整的影
响，价格运行会出现一些波动，但近一个时期价格保持总体平
稳运行是有基础的。”国家统计局城市司有关负责人说。

一季度我国物价形势总体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