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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１０月１４日电（记者
黄璐 王莹）从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
北部的羊脸山脚，拾级而上登至山
腰，一座高１０米、身形伟岸的王德
泰将军雕像便出现在视野中。将军深
邃的目光眺望远方，四周山林肃穆，
松涛澎湃。

王德泰，原名王铭山。１９０７年
出生于奉天省盖平县（今辽宁省营口
市大石桥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１９２６年到吉林省延吉县茶条沟谋生。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
活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延吉
县反帝同盟组织部部长。

１９３２年春，王德泰受党组织派
遣，到延吉县三道湾做争取山林队
“长江好”的工作。后任延吉游击队
小队长、中队长、大队参谋长等职。１９３４年３月，任东北人民革命
军第二军独立师政委。不久任中共东满特委委员、军事部长。１９３５
年３月，改任独立师师长。曾指挥所部取得攻打安图县城等战斗的胜
利。与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等，领导创建了东满抗日游击根据
地。因作战勇猛，冲锋在前，被群众称为“东满一只虎”。

１９３５年５月，王德泰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２军军长。同政委魏
拯民指挥主力，向绥宁、敦（化）额（穆）和蒙江地区远征，打通了
与第１、第５军的联系，促进了东南满和吉东地区抗日武装的联合作
战。

１９３６年３月，王德泰任东北抗联第２军军长。同年７月，抗联
第１、２军组成抗联第一路军，王德泰任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
兼第２军军长。并当选为中共南满省委委员。率部开辟长白、临江等
新游击区。

１９３６年１１月，王德泰在抚松小汤河战斗中不幸中弹，壮烈牺
牲，时年２９岁。１９８２年１０月，浑江市人民政府在王德泰的殉难
地，为烈士修建了墓地，墓碑上镌刻着“抗联第二军军长王德泰将军
之墓”。１９９５年９月，吉林省江源县（现为白山市江源区）人民政
府为王德泰修建了烈士陵园，塑立了王德泰将军塑像。

“在王德泰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和东北抗联将士坚定的
信仰信念、高尚的爱国情操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些精神具有超越
时空的永恒价值。”江源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龙志刚说。如今，每
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老百姓来到烈士陵园缅怀革命烈士。英
雄精神，永存不灭。

□新华社记者 赵丹丹 董小红

62 岁的李秀芳居住在吉林省长春
市，她已经好几个月没出门了。右眼视力
0 . 01 、左眼仅能看到手指晃动的她，去
年冬天出门时摔断了手腕，如今只能待在
家里。 10 月 15 日是第 35 个国际盲人
节，目前我国有 1700 多万视力残疾人，
相当于每 80 人中就有一个“黑暗中的行
者”。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却很少能
见到这些视障人士，甚至在我国广泛铺设
的盲道上，也几乎很少见到有盲人行走。

无可奈何的“宅”

“根据我多年的工作经验，现在多数
盲人不敢出门，他们整天闷在家里。”吉
林省盲人协会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
说。他告诉记者，目前吉林省共有 27 . 2
万盲人， 80% 从事按摩工作。多数盲人
极少外出，还有很多盲人干脆住在按摩
院。

68 岁的富桂兰住在长春市，她告诉
记者，自己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单独外出过
了。“现在路况太复杂了，根本走不了，
单独出行就是在拿生命开玩笑。”

居住在成都的盲人魏洪明说，自己年
轻时虽然眼睛不好，但坚持创业自食其
力，还能养家糊口，心里感到很快乐。
“如今年龄大了，眼睛愈发不好，面对复
杂的外部环境，家人不让出去，自己也不
敢轻易出门，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据成都市助残社会组织自律联盟秘书
长陈刚介绍，成都有 10 余万盲人，大部
分盲人都有出行的愿望。但由于无法保证
自身出行安全，使得绝大部分盲人只能闷
在家里，不得已要出门时，依然要求助家
人、邻居或志愿者。

不应该有的“忙”

视力缺陷让盲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困难重重。记者在成都多条街道上看到，
盲道被占用的情况非常普遍，一些沿街小
商铺直接把桌子、凳子摆在盲道上做生意，
这种现象在晚上更是非常普遍。在成都烧
烤一条街上，记者看到，盲道几乎都被烧烤
摊位占用了，连正常人过路都难以行走，更
别说盲人了。

长春大学特教学院针灸推拿专业大五
学生赵可佳告诉记者，“你看我身上有多
少疤，都是出门撞的、摔的，太经常
了。”

据了解，为了帮助盲人出行， 1991
年北京建成国内首条盲道。 2001 年 8 月
1 日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颁
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第三

十四条规定“城市主要道路的人行道，应
当按照规划设置盲道”。

赵可佳认为，虽然全国的多数道路都
铺设了盲道，但是由于盲道经常被占用、
设计规划不合理、安全无保证等原因，对
盲人群体的帮助有限。“我很少走盲道，
我身边的盲人朋友走的也不多。”

住在成都的盲人韩宇告诉记者，盲道
不仅很堵，而且许多地方的设计也不合理。
有些明明是一条直路，盲道却拐来拐去；有
些明明有近路可走，盲道非要兜一大圈，根
本帮不上忙，有时候甚至是帮倒忙。

责无旁贷的“帮”

面对 1700 多万“黑暗中的行者”，
如何让他们走进“光明”的世界？

——— 硬件设施小提升就可以“大帮
盲”。盲人眼睛看不见，但是听觉大多灵

敏，在黑暗的世界，耳朵就是他们的眼
睛。盲人群体普遍认为，应该增加公共
场所的语音设施。

长春大学特教学院大四学生余亚男
告诉记者，现在公交车站有很多不同的
公交线路，她的眼睛能看清车来了，但
是具体车牌看不清楚，“有的城市公交
车进站有外放的播音，告诉站台的人是
几路车到了，对视障人士和老年人都很
方便，但是像长春等省会城市依然没
有。”她说。

赵可佳认为，路口的红绿灯提示音
很有必要。她告诉记者，在广州和长
春，一些大路口的红绿灯会有提示音，
但大部分路口的红绿灯没有提示音，只
能跟着人群走。有时别人闯了红灯也盲
目地跟着走，比较危险。

——— 智能软件多关注就可以“少伤
盲”。如今，读屏软件的出现对于盲人
来说意义非常重大，信息获取上的障
碍，正不断被技术的发展所跨越。

除了读屏，许多盲人希望更多的软
件设计者能将他们的需求设计进去，照
顾残障人士的使用习惯，让软件无障碍
操作应用方面更规范。

——— 全社会共同努力，让盲人有尊
严地出行。“作为一个残疾人，最大的
愿望不是能够得到多少帮助，而是不麻
烦别人或者尽量少麻烦别人，在条件具
备的情况下，尽可能独立完成。”但陈
刚认为，让残疾人有尊严地出行还有一
定距离。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副
主任医师李云歌认为，盲人自感处于社
会边缘，这需要更多重视和关爱。全社
会都应该有意识地帮他们一把，拉他们
一把。

“希望全社会能平等看待残疾人，
不仅应该努力让盲人回归盲道，而且应
该让更多残疾人回归社会。”陈刚说。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4 日电）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威震“东满”的虎威将军———

王德泰

▲王德泰（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1700 余万黑暗中的行者，
我们该如何“大帮盲”？

——写在第 35 个国际盲人节之际

 10 月 14 日，中国队球员李盈莹（左）在比赛中扣球。

当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 2018 年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第三阶段 H
组比赛中，中国队以 3 比 2 战胜美国队。 新华社记者杜潇逸 摄

滴滴美团称在南京已清退近 20 万辆违规网约车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4 日电（记者鲁
畅）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 13 日晚通报
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医生被患者
家属殴打案件的处理结果： 10 月 13
日，西城警方对殴打医生的郑某宇依法
刑事拘留，考虑到郑某蕊系在校大学
生，且对自身行为真诚悔过，并得到了医
生的谅解，对其采取取保候审。目前，案
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西城警方通报，2018 年 9 月 22 日 21
时 50 分许，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发生一起
妇产科医生被患者家属殴打案件，经过前
期工作，认定了案件事实。产妇孙某
（女， 44 岁，北京人）在北大医院妇产
科待产，因已超预产期，就能否剖腹产问
题，产妇丈夫郑某宇（男， 46 岁，北京
人）在诊室外走廊处拦住当日值班的妇产
科医生赫某某，要求解决。赫医生在解释

过程中，郑某宇情绪激动，突然挥拳
击打赫医生，赫医生被迫还击，被现
场其他人员劝开。随后，郑某宇的妻
子孙某和女儿郑某蕊（女， 19 岁，北
京人）闻讯赶来，郑某宇和郑某蕊再
次对赫医生进行殴打，因考虑孕妇人
身安全，赫医生始终保持克制，未予
还手，后被现场医务人员及其他患者
家属拉开。

西城警方认为，郑某宇、郑某蕊父女
二人妨碍值班医生正常工作、并对医生进
行殴打的行为，既侵犯了医生的人身权
利，也影响了正常医疗秩序。

据悉，产妇孙某在事发后第二天在医
院产下一女，身体状况不稳定，需要亲人
照顾，警方在法定办案时限内，对郑某
宇、郑某蕊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上进行了
适度考量，对此，赫医生表示体谅。

警方表示，维护良好的医疗秩序，保
障医务人员和患者人身安全，是公安机
关、医院及相关主管部门、患者的共同责
任，对于危害患者和医务人员人身安全、
扰乱医疗秩序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
肃查处。

北京警方通报北大第一医院

妇产科医生遭殴打案件处理结果

（上接第一版）新时代汇聚伟大团结精神。“团结就是力量，团
结才能前进”。这样一种精神，曾让我们的先辈建起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形成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曾激励各族人民并肩作战，书
写中华民族保家卫国、抵御外侮的壮丽史诗；曾鼓舞全国人民万众一
心，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也必将在新时代把我们紧紧凝聚，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迸发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

新时代激荡伟大梦想精神。梦想是心中不灭的火炬，是执着前行
的动力。穿越战火硝烟，奋进建设年代，续写改革新篇，在近代以来
１７０多年的持续奋斗中，中国人民始终不曾忘记一个梦想：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如今，中国人民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
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
我们定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实现光明的未来。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有民族精神照耀前路，我们
一定会在接续奋斗中劈波斩浪，奋勇向前。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１２日电）

让民族精神

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女排世锦赛六强赛：中国胜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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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4 日，焦科维奇在赛后庆祝夺冠。

当日，在 2018 年上海大师赛男子单打决赛中，塞尔维亚选手焦科维奇
以 2 比 0 战胜克罗地亚选手丘里奇，夺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丁汀 摄

新华社杜尚别 10 月 13 日电 10 月 13 日晚，国务委员兼外交
部长王毅应约同墨西哥外长比德加赖通电话。

比德加赖通报了墨西哥同美国、加拿大签署《美墨加协定》情
况，表示墨是独立主权国家，有关协定不会在任何方面影响墨中之间
的交往，也不会对墨中贸易、投资以及政治关系产生任何限制。中国
是墨西哥值得依赖的伙伴，墨方愿进一步发展双边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

王毅表示，中墨作为全面战略伙伴，一贯在重大问题上相互理
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任何双多边自贸协定，都不应针对第三
方，不应限制其他成员的正当权益，更不应搞排他主义。中墨同属新
兴市场国家，双方应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共同维护自由贸易体制。

王毅应约同墨西哥外长

比德加赖通电话

葡萄牙遭遇百余年来最强飓风

▲ 10 月 14 日，在葡萄牙菲盖拉达福什，房屋被倒塌
的树木损坏。飓风“莱斯利” 13 日夜间登陆葡萄牙首都里
斯本海岸。法新社报道，这场飓风可能是 1842 年以来葡萄
牙遭遇的最强飓风。预计“莱斯利” 14 日移动至西班牙西
部地区并在当地降级为热带风暴，同时将给西班牙北部和东
部地区带来强降雨。 新华社/法新

新华社南京 10 月 14 日电(记者杨绍
功)记者从南京市交通局客管处获悉，近
期，当地交通和公安部门重点对滴滴和美
团两家平台公司不合规车辆整改情况进行
了督查。过程中，两家平台提供的信息显
示，共计清退不合规车辆近 20 万辆。

10 月 10 日以来，南京交通和公安部
门组成联合工作组，进驻在南京取得运营
资质的 7 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就依法运营

情况开展检查。检查中，滴滴平台公司提
供了共 161151 辆不合规车辆的已清退清
册，美团平台公司提供了共 38000 辆不
合规车辆的已清退清册。据此，两家平台
公司宣称清退的车辆已达 199151 辆。

然而，检查组对比 2017年来查处的非
法营运车辆信息发现，两家平台公司均存
在已受行政处罚的车辆仍未被清退的问
题。目前，两家平台公司已承诺在 10 月

18 日前完成南京市场上全部受查处车辆
的清退工作。

当地交通和公安部门的检查还发现，
部分平台公司仍存在给未取得资质的车辆
及人员提供网约出行派单服务问题。滴滴、
美团两家平台公司均已建立了资质验证渠
道，但均未实质性启动查验接入平台车辆
和人员资质的工作；滴滴、美团两家平台公
司尽管已设置了相应的岗位并配备了人

员，但缺少考核机制；两家平台公司对车
辆所有人的监管存在职责不清、管理不
到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明确等问题。

据了解，当地交通部门将给予平台
公司技术和数据支持，帮助校验注册人
员的合法性，提高平台公司验证资质的
效率。同时，检查组今后将常态化进驻
平台公司，对到期未完成整改内容的平
台公司将加大处罚频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