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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5日讯 近日，湖南
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全
体(扩大)会议在长沙召开，研究部署
下段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工作。

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
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组
长黄关春出席会议并讲话。黄关春
指出，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
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基层政权巩
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深化
认识、提升政治站位，坚决打赢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攻坚战。

黄关春强调， 要始终把握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正确方向。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
省委部署要求， 严格把握好法律

政策界限， 始终确保专项斗争在
法治轨道上运行。 要始终保持对
黑恶势力犯罪的压倒性态势，依
法严惩、打深打透，坚决深挖彻查
涉黑涉恶案件背后的腐败问题和
“保护伞”。要边扫边治边建，加强
对重点地区、行业、领域的监管，
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
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切实筑牢防
黑防恶堤坝。

扫黑除恶关键是抓好责任落
实和工作落实。黄关春强调，要在
省委的统一领导下，以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的劲头抓好责任落实和
工作落实，推动形成各负其责、齐
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各成员单位
要进一步充分履职，主动作为，强
化协作，形成合力。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尹霜

本报4月15日讯 今天是
第三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长沙市天心区组织开展以“提
高警惕、军民一体、共筑反奸防
谍钢铁长城” 为主题的系列宣
传活动。

据悉，在今年的“4.15全
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中，

天心区以发送短信、 在QQ、
微信群发送信息或短片 、悬
挂宣传横幅、 发放宣传资料
等方式进行宣传， 并组织开
展宣传活动10余次， 接待群
众咨询1000余人次，使“国家
安全、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
人心。

天心区国安办负责人表
示， 每一位公民都应当履行维
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若发现间
谍行为线索请赶紧拨打举报电
话12339。线索经核实是真实有
效的可获得奖励， 同时会保护
举报人的隐私。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彭文杰

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新
民学会作为中国当时新兴的社
会组织， 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
发展， 造就了一批无产阶级革
命志士。2018年4月14日，是新
民学会成立100周年纪念日。记
者为您讲述两位新民学会创建
者的革命故事， 他们是蔡和森
与何叔衡。

蔡和森：第一个提出“正式
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蔡和森 （1895年 3月 30
日－1931年8月4日），字润寰，
湖南省双峰县（原属湘乡县）永
丰镇人。

1918年4月14日，蔡和森、
毛泽东及其他有志青年在蔡和
森家中正式成立了新民学会。

蔡和森是第一个提出“正式成
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人，1921
年7月，他与工学世界社成员开
会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还
系统阐述了有关建党的理论、
路线、方针和组织原则。

他为团中央主编机关报
《先驱》， 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和党的纲领， 揭露和批判帝国
主义和封建军阀。 在上海出版
了《社会进化史》，该书是中国
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
的第一部社会发展史。

1931年6月，因叛徒出卖，
蔡和森在香港被捕。 同年8月4
日，在广州军政监狱英勇就义，
年仅36岁。

何叔衡：“做事不辞牛负重，
感情一堆烈火燃。”

何叔衡（1876-1935），字
玉衡，号琥璜。出生于湖南宁乡
一个农民家庭，是清末秀才。

1918年4月， 他与毛泽东

等组织成立新民学会，任执行
委员长。1920年， 他与毛泽东
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并
共同发起成立长沙的共产党
早期组织。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任
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
监察委员。1927年长沙马日事
变后， 他到上海为党创办地下
印刷厂等。

1928年6月，何叔衡赴苏联
出席中共六大。回国后，在上海
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 组织营
救被捕同志， 将暴露身份的同
志转往苏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
力长征后， 年近六旬的何叔衡
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
战争。在突围中，他不幸于2月
14日壮烈牺牲。

何叔衡在“新民学会”时就
以性情刚毅著称， 其当年的知
己、 诗人萧三称誉他：“做事不
辞牛负重，感情一堆烈火燃。”

■记者 杨昱 整理

日前，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签署命令，发布新修订的《中国人
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试行）》《中国
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试行）》《中
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试行）》
（统称共同条令）。 记者从中央军
委训练管理部了解到，8项内容首
次写入了新修订的共同条令。

第一， 首次将习近平强军思
想写入条令，通篇贯穿，以军队基
本法规的形式固化下来。 在新条
令总则中， 原文引用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四个意识”“三个维
护”“五个更加注重”和“四铁”过
硬部队、“四有” 新时代革命军人
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为全面依法治军、 加强军队正规
化建设、 统一全军意志和行动提
供了根本指导和基本遵循。

第二， 首次对军队纪律内容
作出集中概括和系统规范。 将政
治纪律、组织纪律、作战纪律、训
练纪律、工作纪律、保密纪律、廉
洁纪律、财经纪律、群众纪律、生
活纪律等10个方面内容写入新
条令，强化官兵纪律意识，增强纪
律观念， 进而在行动中自觉遵照
执行，确保军队令行禁止、步调一
致。

第三， 首次对加强军事训练
中的管理工作作出系统规范，立
起从严治训的新标准。 坚持全程
从严，在《内务条令（试行）》中专
门设置军事训练管理章节，在《纪
律条令（试行）》中明确了训风演
风考风不正、降低战备质量标准、
不落实军事训练考核要求等违纪
情形的处分条件。

第四， 首次集中规范军队主
要仪式， 明确了多种仪式可以邀
请军人亲属参加。对升国旗、誓师
大会、码头送行和迎接任务舰艇、
凯旋、组建、转隶交接、授装、晋升
（授予）军衔、首次单飞、停飞、授
奖授称授勋、军人退役、纪念、迎
接烈士、 军人葬礼、 迎外仪仗等
17种军队主要仪式进行了规范，
并在多种仪式中明确， 可以邀请
军人亲属参加， 以增强军人的职

业荣誉感和家庭成就感。
此外，调整了军人着装规范。

对“营区内”是否戴军帽作了授权
性规范，将“军人非因公外出应当
着便服”规定修改为“军人非因公
外出可以着军服， 也可以着便
服”。 从严规范了军人行为举止。
明确军人着军服不得戴非制式手
套、不得戴手镯（链、串），以及不
得在非雨雪天打伞、 打伞时应当
使用黑色雨伞、 通常左手持伞的
规定。

第五， 首次明确设置军队仪
式中的“鸣枪礼”环节。在为“参加
作战、 训练和执行其他重大军事
行动任务牺牲的军人” 举行葬礼
仪式，以及纪念仪式中设置“鸣枪
礼”环节，并明确了礼兵人数、鸣
枪次数、实施步骤、动作要领等规
范，以更好地表达对烈士的褒奖、
悼念和尊重。

第六， 首次明确了军人体重
强制达标要求。条令明确“军人应
当严格执行通用体能训练标准，
落实军人体重强制达标要求”，把
训练标准转化为对每名军人的强
制行为规范， 体现了对新时代军
人素质形象的更高要求。

第七， 首次对军人和军事单
位的网络信息行为进行全面规
范，为部队管理提供了依据。新条
令取消了因工作需要并经团以上
单位首长批准方可使用移动电话
的限定条件，明确“军人使用移动
电话，实行实名制管理。旅（团）级
以上单位应当对使用人员的姓
名、部职别、电话号码和移动电话
品牌型号， 以及微信号、QQ号等
进行登记备案”。明确“基层单位
官兵在由个人支配的课外活动时
间、休息日、节假日等时间，可以
使用公网移动电话”。

第八，首次明确“女军人怀孕
和哺乳期间， 家在驻地的可以回
家住宿， 家不在驻地的可以安排
到公寓住宿”。新条令对涉及官兵
切身利益的一些具体事项也作了
更加科学合理、 更为人性化的规
范。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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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城最大压缩垃圾站投入使用
4月12日，长沙火车南站东广场垃圾站，工作人员正将垃圾进行压缩。近日投入使用的该站是长沙市城

区目前规模最大的生活垃圾压缩转运站，总投资450万元，日处理垃圾量最高可达96吨。垃圾进站经压缩后
再运往中转场，效率可提高五六倍。 记者 田超 通讯员 赵伊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