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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上旬，被敌人截断
在湘江东岸，陷于重重包围的红三
十四师，在返回湘南途经新圩时，饥
寒交迫。
为了生存，他们宁可摘野菜，捡

红薯根，捞群众家里的潲水渣充饥，
也不拿老百姓一个生红薯、一个生萝
卜，因此，很多战士饿得四肢无力，倒
在路旁再也爬不起来……
红军长征过桂北，沿途打击土豪，

为民除害。从灌阳文市桂阳村开始，
红军沿途镇压土豪劣绅32人。
被镇压的土豪，都是向群众了解

或群众检举揭发的引起极大民愤的分
子。在界首，红军杀了十几家土豪的
猪，在关帝庙召开群众大会，一边宣传
我党我军政策，一边把猪肉砍成大块，
当场分给群众。
红一军团在全州两河的上安村抄

了大地主唐永清的家，把他家重租重
利盘剥农民得来的几百块光洋和3担
铜板没收，光洋充作军用，3担铜板分
给贫苦农民。
兴安长依岭土豪李寿亭，欺压群

众，作恶多端，群众向红军告发，他当
即被红军逮捕。兴安华江的同仁，有
个恶霸李长茂，他还是当地的土匪，有
枪有钱有势，无恶不作，民愤极大，群
众向红军告发。这两个坏家伙经审讯
确认，被押到新寨就地正法。
新圩坦屋村蒋式杞老人回忆说：

“我出世以来见过的军队就是红军

好。他们待人和气，不打人，不骂人。住
在我家，杀地主的猪（把）大碗大碗的猪
肉舀给我母亲吃，我母亲从来没有哪一
次吃过那么多猪肉。”
水车宾家桥村的群众，受敌人反动

宣传的欺骗，红军来时都躲到山上岩洞
里去了。红军找到他们，将猪肉挑到岩
洞里分给他们，按照地上的火堆，一个火
堆分一块。
红军是穷苦人的军队，关心群众

疾苦。红军住宿在资源县枫木村时，
见到贫苦农民颜绪隆的儿子大冷天光
着屁股，没有衣服穿，当即把没收来的
土豪的衣服分了一套给他。颜绪隆的
老伴儿看到儿子穿上了衣服，感动得
眼泪直流。
红军在龙胜了解到赵良德一家6口

人，只有出门的一两个人才能穿衣服，在
家的人连衣服都没得穿，就让后勤人员
从部队行李担子里拿来一匹布（约4米
长），送给赵良德一家。
红军故事代代传——
唐万广，65 岁，全州县石塘镇兴

坪村委仁甲村人，他根据父亲的讲述
还原了当年红军经过仁甲村的一些
故事。

15 关心群众疾苦

老汉的一番话，龚自珍等三人听
得连连点头。龚自珍又问道：“依老人家
看，这银价和米价为何涨得这样快呢？”
那老汉道：“三位没有看到，这京

城内外鸦片烟馆有多少？乡里人有
个歌谣，叫做《烟鬼经》：‘东堂屋，西
堂屋，都来进我的烟葫芦；南坡田，北坡
田，一个晚上吸个完。’那‘福寿膏’比黄
金白银还贵，一斗灿灿白米，还换不了
一个‘烟泡’，白银还不都交成‘福寿膏’
了？这‘福寿膏’都是洋人从海外运来
的，那白银不是都流到海里去了？”
老汉的这一番话，让三个饱学之

士听得目瞪口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一个卖烧饼的老汉居然把事情看得这
样洞明雪亮，讲得如此鞭辟入里！卖
烧饼的老汉说完话，挑着担子走了，三
个人却再也没有心思饮酒，小烧饼尝
也没尝，便纷纷起身作别。自珍写诗
二首，作为临歧赠别。
送别宋翔凤、包世臣二人，自珍回

到寓所，天已黄昏。这晚上，又是一个
难眠之夜。卖烧饼老汉的影子，无论如
何在他心头拂之不去。他提起笔来，写
了一首儿歌式的《谣》。末尾一句，借用
《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话，暗示
社会的大变革一定要发生，理
想的社会一定会到来。龚自
珍对现实的严重不满，不知不
觉又流露出来了。
四月中旬，龚自珍的父亲

龚丽正来到北京，与林则徐同

时被引见、召对。道光皇帝询问了龚家的
家世，尤其对龚丽正兄弟二人的情况询问
得十分详细，他对龚氏弟兄同是进士出身，
同朝为官深为嘉勉，使林则徐非常羡慕。
这时龚自珍的叔父龚守正已经官居

左都御史。引见一毕，龚守正在家中设
宴招待哥哥和林则徐，并让龚自珍特来
侍宴，顺便结识林则徐。林则徐年长龚
自珍七岁，但已经官居四品，放了道台，在
当时官场中是少见的后起之秀，前途无量，
令人侧目。这正是龚氏弟兄让自珍和他结
识的深意。林则徐虽然年轻，但官阶和自
珍的父亲相等，算是龚自珍的父执。他在
杭州做官清廉有为、勇于任事，官声极好，
素为龚自珍所敬仰。
林则徐在杭州也早就听说龚自珍的才

名，今日一见果然谈吐不凡。龚自珍见林则
徐并不以身份、地位骄人，平易和蔼，也就不
再拘谨，二人自自然然地谈论起来。林则徐
对龚自珍的“东西南北之学”非常赞赏。他

肯定地说，国家方当四方多事之
秋，龚自珍的学问一定大有用处。
龚自珍忽然想起那天送宋翔凤、
包世臣出京时卖烧饼的老汉所
说的话，问林则徐：“朝廷屡有明
令，鸦片何以屡禁不止？”

118 自珍结识林则徐 73 危急情况下的手语

高克己急忙向嫌疑人何东喊
道：“先别冲动，我还有话说！”就在
喊话的同时，他猛然看到被何东要
挟坐在地上的韩胜喜，正在向他用
手比画着动作，虽然笨拙，但能看出
来是以前老刑警们专用的手语。而
此时，身在指挥中心的袁竹林，接连给
高克己发了三遍信息都没回音，他马
上反应过来，高克己肯定是和嫌疑人
接触上了。他马上给所长老杨和郭玉
昕发出信息，告知了他们这个方案，并
让他们设法通知高克己。现场情况万
分紧急，郭玉昕借着高克己、老杨与何
东谈判的当口，慢慢蹲下身来，用两人
的身体作掩护，也朝韩胜喜打起了手
语。郭玉昕的手语是以前刑警队惯用
的联络方式，动作不大信息量却不小，
非常适合在火车这个封闭的空间使
用，但对韩胜喜这样的门外汉却不适
用，郭玉昕示意韩胜喜盯紧自己的双
手，他先伸出左手手掌，然后右手呈半
握拳状撞向左手，再伸出右手两个手
指，左手大拇指和食指伸直呈九十度，
再左右手都伸出食指互相碰撞，右手
食指指向前面再缩回挑起大拇指，将
大拇指指向地面。这几个简单的手势
翻译过来，就是：“前方停车，两名特
警，持枪上车，一左一右夹击，听你命
令。”郭玉昕一连做了三次相同的动
作，直到韩胜喜点头了，他才用眼神示
意，让他将手语做给对面的高克己。
韩胜喜悄悄做出的手语虽然不规

范，但高克己从余光中已经大概读懂了其中
的意思，心里对郭玉昕的这个朋友，不禁产
生一些敬意，在这种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人
家还能帮你传递信息，足见是个见义勇为，
且有定力的爷儿们。高克己冲着何东说：
“我给你出个主意，让乘警联系前方停车的德
山站，并给你准备好一辆加满油的汽车，停靠
在站台上。等火车到站后，我给你当人质，你
带着我一起上汽车开走，等你到了认为安全
的地方再放了我，你看这个主意行吗？”
何东想了想说：“汽车要给我配个司机，

这个女的和你都得跟着我走。不许有警察，
不许有特警狙击手，站台上要有旅客。否则
我就拉响炸药，咱们一块儿升天。”
高克己伸手朝何东做出个下压的手

势说：“少安毋躁。你提的条件，我代表
领导都答应你了，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跟
上级汇报，但是你得先表示出一点诚意
来啊，放了这几名乘客，让我们陪着你。”
何东点点头，然后用枪指着坐在地上

的几个人说：“你们自己选过去两个人。”
韩胜喜悄悄用胳膊推推身边的人，两名旅
客才如梦方醒似的急忙站起身，连滚带爬
地跑出餐车。何东冲着高克己说：“你现
在就让人打电话，如果没有满足我的条
件，那就别怪我拉着你们一起陪葬了！”

团结出版社

龚自珍传

王振羽 著

警 卫

晓 重著

作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向死而生
曾平标 著

本报讯（记者 徐杨）
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

2022年11月17日0时至24时，我市疾控部门报告新增97
例本土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感染者，其中3例为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轻型）、94例为无症状感染者。其中，9例为非
管控人员筛查发现，88例为管控人员筛查发现。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天
津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第47号通告。目
前，由津外输入引起我市本土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发现的
阳性感染者数量持续增加，跨区传播、多链交织，社会面
感染者和隐匿传播风险持续存在。为全面做好我市疫情
传播风险排查，遏制疫情上升势头，早发现、早控制，保障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和身体健康，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决定11月20日在全市范围开展核酸检测。

11月20日8时起，开展全域人员核酸检测。凡居住
在我市的广大群众，采样前要在当时居住地保持原地
静止，按照各区防控指挥部统一部署和街道（镇）、社区
（村）组织安排，有序到指定地点进行核酸检测，不落一
户、不漏一人。纳管区域的居民，以及隔离管控人员要
严格服从属地街道管理。其他区域居民采样后需持有
本次核酸筛查采样证明和72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均可
在天津数字防疫App上查询）可安排必要出行。
凡是从津外来返津人员和我市有疫情地区旅居史的

人员要主动向社区和单位报备，并第一时间主动进行核
酸检测，并配合落实相关疫情防控措施。
全市各级机关、各级各类企事业单位、各类公共场所

要严格落实查验职责，严格查验本次核酸筛查采样证明、
72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场所码和健康码。对于因故未能
按时参加核酸采样的，要及时到辖区公布的核酸采样点
补采，确保“应检尽检”。

凡是未在规定时间内参加核酸检测的应检未检人员，
“健康码”调整为“黄码”，待完成核酸补测后转为“绿码”。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

明日8时起在全市范围开展核酸检测

11月17日0时至24时
我市新增97例本土阳性感染者

■ 本报记者 苏晓梅

昨天，天津地铁10号线正式开通初期运
营，使天津轨道交通线网辐射能力进一步增
强，也给市民的日常交通生活带来新变化。

一站一景 引得乘客拍照打卡

18日7时30分，屿东城站地铁2号线与10
号线换乘通道里，早高峰的人群涌动交错。
刚从2号线下车的乘客通过扶梯上来，看到清
爽通透的10号线站厅，不少人赶忙掏出手机
拍照。

天津地铁10号线一期工程总体定位为
“生态宜居线”，屿东城站是这条线路的一端
终点，乘客可以在这里与2号线换乘，而同时
这一站作为该线路5座特色车站之一，无处不
彰显着生态与绿色主题。

记者看到，站厅的顶端和立柱都以清新
的苹果绿色过渡白色为主色调，巨大的六
叶草顶灯造型独特。在站厅一侧，作为我
市首座体现桥园湿地景观与桥文化生态主
题的地铁站，主题墙同样以绿色为基调，墙
上的人物或散步、或踢毽子，形态各异，展
现出津城多样的桥文化，彰显了“津桥律
动”的主题。

随后，记者来到10号线最智慧也是最
大的车站——环宇道站，宽阔的站厅层明
亮温馨，两侧墙面广泛运用水流线条辅以
灯光装饰，其上，总长近300米的《潞河督运
图》全景呈现出海河两岸清代漕运的繁忙
景象。环宇道站值班站长郑贡鹏介绍，该
站也是天津地铁首座展现运河文化的主题
车站。

在环宇道站一隅，一个粉红色的车厢区
域引人注目，在这里，乘客能预约体验轨道交
通司机的驾驶感受。

据介绍，特色车站中的另外3座也是一站
一景、亮点颇多，而该线路上其他16座标准车
站也是提取华北第一宅——石家大院的“人”
字形屋脊形态，表达人性化出行理念。

进入车厢，绿色的座椅也契合着生态绿
色主题。令乘客惊喜的是，每节车厢连接处
都设有USB快速充电口，第一次乘车的吕阿
姨赶忙给手机充上电。

智慧车站 全程护航顺畅乘车

假如你是一位对智能化设备不甚熟悉的
长者，在高度智慧的车站里要如何实现全程无
障碍乘车？天津首座智能化地铁站给出答案。
“天津站。”“两张。”“现金支付。”
乘客张先生对着环宇道站自动售票机说

出要求，连售票机的屏幕都没有碰，就买到了
两张车票。

郑贡鹏介绍，环宇道站是天津地铁首个
以可视化3D综合运管平台为核心的智慧车
站，实现语音购票及问询、智能客服、智能安
检、大客流感知、环境感知、一键开关站、故障
管理等21项智慧功能。

有些智慧功能听上去可能难懂，但在实
际应用中，总的来说就是让乘客从进入车站
到离开车站都能通过智慧化服务顺畅乘车。
“客流特别大时，对于支付行程、充值、信

息查询、票卡信息更新等操作，普通车站需要
排队等候人工服务，在这里，乘客可以在智能

客服中心自助快速完成。”郑贡鹏演示了车卡
无法刷卡的情况，他点击“智能客服中心”屏
幕上的“自主更新”板块，在系统提示音下，将
卡片放到识别区便完成操作。
“如果老年人不会这些，还有人工帮助。”

他按下一旁屏幕下的红色按钮，人工客服很
快出现在屏幕上，为乘客提供连线帮助。
智慧车站的“智慧”不仅体现在这些看得

见、摸得到的地方。记者发现，在车站内，每
隔一段距离，墙上就安装有传感器，对车站内
温湿度、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进行监测，并
根据数据对车站温度等参数进行动态调节。

此外，智慧车站还能通过系统对遗失物
品、乘客摔倒等进行判定，随时保护乘客的人
身财物安全。“我们正在调试闸机人脸识别系
统，不久以后，乘客就能直接‘刷脸’进站。”郑
贡鹏说。

方便快捷 减少倒乘节省时间

18日7时43分，刚从2号线下车的孙先生

高举着手机在向下一侧扶梯口记录下第一次
打卡10号线的状态。

孙先生大致计算了一下，开通10号线后，
从位于空港的单位回梅江的家，虽然整体乘
车站数差不多，但能少一次换乘，时间和体力
上都能节省：“以前坐2号线倒5号线再倒6号
线，下车还得走一大段路，现在2号线倒10号
线在江湾二支路下，直接到家门口。”

家住崂山道、单位在梅江的何女士之前
通勤有两种选择：公交和地铁。“公交虽然能
直达，但特别绕，路上还堵，地铁虽然快，但得
倒两次车，下车还得骑15分钟自行车。”对何
女士来说，哪种通勤方式都不轻松，“10号线
就方便很多，不仅能直达，而且到冬天了，下
雪下雾都不怕，早上能掐点儿出门。”

10号线的开通，使天津轨道交通网络里
程增至286公里，换乘车站增至23座，天津轨
道线网辐射能力进一步增强。屿东城站站区
长曹珊珊介绍，开线当日，在该站换乘的乘客
占到一半左右。

“颜值”在线 智慧串联

地铁10号线 开通初体验

■ 新华社记者

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发布
以来，各地采取多种措施落实落细，集中力量
打好重点地区疫情歼灭战。

提高防疫工作的有效性，核酸检测如何
做到“既不层层加码，也不随意减码”？部分
地区出现聚集性疫情，如何落实分级分类诊
疗？有序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有何新进
展？针对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有关专家作出权威回应。

问题一：科学精准组织开展核酸检测，如

何做到“既不层层加码，也不随意减码”？

答：第九版防控方案、二十条优化措施均
对常态化核酸检测和发生本土疫情后的区域
核酸检测作出了明确规定，要求各地要基于
疫情风险，科学精准组织开展核酸检测。
一是常态化核酸检测要求。没有发生疫

情的地区主要是严格落实对风险岗位、重点
人员的核酸检测要求，做到应检尽检，确保高
质量、符合频次要求的核酸检测，不得随意不

检、漏检。但也不能擅自扩大核酸检测范围。
二是发生本土疫情后的区域核酸检测要

求。发生本土疫情后，要在流行病学调查基
础上，对疫情发生地区人口规模大小、感染来
源是否明确、社区传播风险是否存在及传播
链是否清晰等因素进行综合研判，确定相应
的核酸检测方案。
三是公共场所查验核酸检测证明的有关

要求。为有效防范疫情扩散蔓延，跨区域流
动人员凭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乘坐
飞机、高铁、列车、跨省长途客运汽车、跨省客
运船舶等交通工具，抵达目的地后要按照属
地要求进行“落地检”，入住宾馆酒店和进入
旅游景区人员需要查验健康码和72小时内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3岁以下婴幼儿等特殊
人群可免予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面向跨省流动人员开展的“落地检”是指

在机场、火车站、长途客运站、高速公路省界
服务区、港口等地设置核酸采样点，按照“自
愿、免费、即采即走、不限制流动”的原则，开
展的核酸检测服务。“落地检”与核酸检测结

果全国互认的要求并不相悖。
问题二：二十条优化措施中提出要制定

新冠肺炎分级分类诊疗方案。如何理解“分

级分类”？这是否意味着以后对新冠肺炎患

者的诊治要分级分类进行？

答：二十条优化措施中，加强医疗资源建
设十分重要，包括制定分级分类诊疗方案、增
加救治资源等。疫情发生以来，我国从加强
定点医院、方舱医院、发热门诊三方面的能力
建设对患者进行分级分类救治：

加强定点医院的建设是为了主要收治重
症、危重症以及有重症倾向的患者。这要求各
地指定综合能力强、救治水平高的医院作为定
点医院，定点医院根据当地的人口规模配足配
齐救治床位，同时加强建设重症监护单元
（ICU），并要求ICU床位达到床位总数的10%。

加强方舱医院的建设是为了主要收治无
症状感染者及轻症感染者。这要求各地按照
平急结合的原则，依托一些现有大型场馆，提
前做好方舱医院和医疗医护力量的准备。一
旦发生聚集性疫情，能使方舱医院在最短时

间内启动，尽快收治患者。
加强发热门诊的建设是为了尽快甄别可

疑患者。这要求二级以上医院设置发热门
诊，做到应设尽设、应开尽开，严格执行首诊
负责制。若甄别出阳性感染者，要迅速转到
定点医院或方舱医院进行救治，真正实现早
发现、早诊断、早报告、早治疗。

问题三：网友关心，有序推进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有何新进展？

答：根据二十条优化措施，要有序推进新
冠病毒疫苗接种。制定加快推进疫苗接种的
方案，加快提高疫苗加强免疫接种覆盖率，特
别是老年人群加强免疫接种覆盖率。加快开
展具有广谱保护作用的单价或多价疫苗研
发，依法依规推进审批。

面对复杂的疫情形势，接种疫苗仍是主
动免疫的有效措施。疫苗接种需要综合考虑
安全性、有效性、可及性以及可负担性等因
素，要坚持依法依规、尊重科学的原则。目
前，相关部门正在制定加快推进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的方案。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新文旅疫情防控指南提出多项优化防控措施

不随意关停娱乐场所

符合条件要及时解封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文化和旅游部有关司

局18日公布《旅行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第五
版）》《剧院等演出场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第六
版）》和《旅游景区疫情防控措施指南》（2022年11月修订
版）等修订后的疫情防控指南，提出多项优化防控措施。
《旅行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第五版）》明

确，跨省旅游经营活动不再与风险区实施联动管理。但
相关区域列为疫情高风险等级时，已经在该地的旅游团
队，必须暂停旅游活动，配合做好相关疫情排查工作。
《剧院等演出场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第六

版）》要求，没有发生疫情的地区，属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
门要督促演出举办单位落实常态化防控措施，原则上不
对剧院等演出场所接待消费者人数比例做限制，原则上
不对演唱会、音乐节、实景旅游演出等大型营业性演出活
动观众人数做限制。在低风险区，由属地党委、政府根据
当地疫情防控形势，自行决定剧院等演出场所接待消费
者人数比例以及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观众人数。在高风
险区，暂缓举办营业性演出活动。
《旅游景区疫情防控措施指南》（2022年11月修订

版）提出，旅游景区游客接待上限由各省（区、市）党委、政
府根据当地疫情防控形势确定，不搞“一刀切”。

新指南还要求，上网服务场所、娱乐场所、剧本娱乐
经营场所被划定为高风险区的，应暂停营业。低风险区，
上述场所要坚决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各地要严格执行
国家统一的防控政策，进一步提升防控的科学性、精准
性，不随意关停上述场所，符合解封条件的要及时解封。

▲市民在环宇道站使用语音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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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 幸 福 在 哪 里
（18、19、20）

■为了挣点外快，向
远开始折腾绿豆面，不料
却因此事进了公安局，并
且至少拘留3个月。麦秋
为向远送去了行李，向远
强打精神鼓励麦秋好好
考试，向自己的理想冲
刺。麦秋的分数出来了，
她考了426的高分。向远
出狱，此时麦秋已去了师
范大学。回到厂里，向远
辞职。师范大学的书市
上，麦秋和陆成挑选新
书，突然麦秋看见了向远
的背影……

都市频道

21:00 母 亲 的 战 争
（2、3）

■梁奶奶的二儿子和
媳妇张红来找梁奶奶，想
用苦肉计霸占梁奶奶的房
子。老太太很生气，明确
表示，这房是留给老大梁
子的。在争吵中，梁奶奶
晕倒，马鸣叫救护车的时
候，王燕儿守着梁奶奶，老
太太拉住王燕儿的手，伤
感地说自己不行了，怕是
等不到梁子回来了，并请
求王燕儿说出当年的实
情。王燕儿看着梁奶奶当
年送她的传家手镯，眼睛
湿润了，思绪不由回到十
几年前……

天津卫视

19:30 幸 福 到 万 家
(7、8）

■因为污水处理厂的
选址出了问题，万家集
团的保健品厂迟迟开不
了工。经过专家重新调
研论证后，认为污水处
理厂目前唯一可行的位
置就是村子河边的一片
区域，可这片区域恰好
是庆来用来建大棚的那
几块地。幸福不解为什
么非得征用自家土地，
便和庆来找万善堂协商
征地事宜。万善堂答应
补偿，并让他们租用村
里其他用地。但当时建
大棚时，有7万块钱没有
发票，这可急坏了一家
人。王友德跑到万善堂
面前求情，万善堂也顾
及多年情面，让万传家
把7万元全部报销。

天津卫视

21:20 你看谁来了
■本期节目邀请到著

名词曲作家、教育家付林，
他是跨越传统音乐与当代
音乐的践行者，也是原创
流行音乐的开拓者，是新
时期民谣流行音乐的代表
人物。他创作的歌曲《太
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妈妈
的吻》《小螺号》曾陪伴几
代人的成长。节目中，他
的老朋友歌唱家卞小贞、
歌手江涛等来到现场，与
观众分享付林背后鲜为人
知的故事。

天津卫视（101）

19:30幸福到万家
21:20你看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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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幸福在哪里
20:30艺苑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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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烽烟尽处
22:00海边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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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家居大变身
21:00 母亲的战争

天视5套（106）

18:55体坛新视野

教育频道（107）

19:00番茄生活王
21:00生活黑科技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