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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例英烈保护官司在西安全国首例英烈保护官司在西安““开打开打””

“八百壮士跳黄河”是史实还是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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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建宏）5 月 8 日，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实
施第 8 天，西安百岁抗战老兵王蒙芳
一纸诉状将北京爱奇艺、深圳腾讯等 6
家公司作为被告推上法庭，要求追究
其侵害抗战英雄烈士人格权法律责
任。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已于当日
正式立案。

多年来，关于 1939 年抗战时期发生
在晋南“六·六”战役中“八百壮士跳黄
河”的真实性，各界一直存有争议。为廓
清抗战史真伪，维护抗战将士荣誉，坚持
认为“八百壮士跳黄河”系子虚乌有的王
蒙芳，多方努力奔走无果后，“决心在有
生之年依法维权”。据称，这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颁布实施后，

全国首例运用法律武器保护抗战时期国
民革命军英雄烈士人格权的诉讼。

出生于 1919 年的王蒙芳告诉记者，
自己曾系 1939 年晋南“六·六”战役国民
革命军第九十六军 177 师 1058 团传令班
上士班长。他认为：纪实文学《立马中
条》里“八百壮士跳黄河”情节，本是作
者无史可考的一段演绎。但被告出品
的抗日史诗电影《咆哮无声》对“八百
壮士跳黄河”的桥段却浓墨重彩加以渲
染，将一场胜仗故意用跳河做结并放在
网上供人观看、提供下载服务，更有甚
者对其剪辑制成视频《宁死不当亡国
奴，八百壮士跳黄河》，将伪史捏造为
信史，有悖历史真实性。

老人介绍说，《立马中条》交代的时

代背景是 1939 年 6 月 6 日，作战地点在
山西芮城县陌南镇，跳河者是不敌日寇
的第四集团军九十六军 177 师新兵团，
但是第四集团军九十六军和 177 师均无
新兵团编制。

当时为抗战战略相持第一年，华北
方面日军于 1939 年 6 月 6 日开始第二次

“肃正”作战，但在第 11 天（6 月 17 日）就
被英勇的第四集团军打败。此役后，中
国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通令嘉
奖，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南路军总司令卫
立煌将军称赞临阵指挥第四集团军的赵
寿山将军和官兵是“中条山的铁柱子”。

老人强调，无论敌我作战报告、当时
新闻报道、参战官兵回忆录和秦、晋两地
史料，均无“八百壮士跳黄河”记载。并

且中日两国战史均明确记录，“六·六战
役”发生在晋南，远离晋西南芮城县的陌
南镇。而《咆哮无声》里八百壮士跳入黄
河，歪曲了真正的抗战历史，把胜仗描写
成败仗，使“中条山的铁柱子”无辜蒙羞，
这对抗日英烈极不公正。

王蒙芳要求法院责令被告停止侵
害，对视频删除、屏蔽、断开链接，向其赔
礼道歉，在相关媒体平台发表道歉文
章，消除影响，恢复包括原告在内的参
加 1939 年晋南“六·六”战役全体官兵荣
誉，赔付原告精神损失费 1 元人民币。

另悉，抗战名将赵寿山将军嫡孙赵
武原也提起同类诉讼，依法维护抗战英
雄烈士人格权。对案件进展情况，本报
将予以关注。

西安成立旅游警察支队并调整设立多个机构
本报讯（宋雨）8 日，西安警方正式成立旅

游警察支队，并在碑林区、莲湖区、雁塔区、临
潼区、长安区等 5 个分局，分别增设旅游警察大
队。此举旨在针对旅游市场的治安管理，严厉打
击破坏旅游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

旅游警察支队主要负责指导西安市涉旅
治安管理、涉旅违法犯罪案件侦办工作，为处

级建制。
昨天，与旅游警察支队同时成立的，还有

行政审批处、环境与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支队。
针对此次调整设立多个机构，西安警方相

关负责人希望突出主业，在打击犯罪上出战
绩；全力维护平安和谐的旅游秩序、助推美丽
西安建设、维护群众食品药品安全。

健康扶贫 爱心接力

5月 7日，又一个晴朗的清晨，刚刚上班的旬
阳县神河中心卫生院健康扶贫办专干刘丽，接到
帮扶对象小培力父亲从西安打来的电话：“刘大
夫，你是我儿的救命恩人呀！”刘丽一颗悬着的
心才算落地了。

事情还得从 2017年 5月份说起。当时，旬阳成
立了 800个以县镇村三级医务人员组成的“天使健
康扶贫小分队”，推
动健康扶贫，助推
脱贫攻坚。来自神
河镇的 41个健康扶
贫“天使小分队”，
71 名医务人员活跃在全镇因病致贫群众的家里。
连续被评为全县卫计系统“十佳护士”刘丽，主动
请缨赶赴路途遥远且不通车的金河口社区健康扶
贫。在上门为贫困户讲解健康知识、免费体检时，
有一口唇青紫、发育迟缓、反复呼吸道感染、疑似
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宋培力吸引了她的注意，这
个跟自己儿子一般大小的孩子，清澈的眼里满是
惊恐的神态，刘丽的心像被锥子刺痛了一样。她
知道，先天性心脏病经过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大
部分是能够治愈的，早诊早治十分重要。

通过了解，才知道四岁的小培力出生不久就查
出患有先天性室间隔缺损，父母很想给孩子做
手术，但因为家庭经济条件极差、交通落后，小
培力一直被耽搁着无法救治。刘丽对小培力父
母说，农村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有望获免费救
助。她在网上查到西安交大二附院发出的由北
京屈正爱心基金会发起的招募公告，为贫困先
天性心脏病儿童免费救治。对小培力来说这无
疑就是救命仙草。她立即准备所需要申报的材
料，邮寄到西安交大二附院等待审核结果。

功夫不负有心
人。 4 月 21 日，刘
丽、同事龚江静与
小培力父母一起，
将孩子护送到西安

交大二附院心外科接受手术，从排队挂号到办理入
院手续，再到与住院主管医师沟通等，刘丽将所有
的事项安排好之后又匆匆返回单位上班，此时她的
心中还在为手术是否成功，术后能否恢复良好在担
忧。直到小培力的父亲给他打来电话说孩子手术
顺利，术后恢复良好，可以下床到处乱跑了。那一
刻，她一直悬着的心方才好下来，露出了难以言表的
激动和开心。作为一名普通的基层医务工作者，刘
丽在健康扶贫路上积极进行爱心接力的事，一时
在旬阳传为佳话。 （通讯员 刘鸿 周强）

脱贫攻坚 奋力争先

近日，西安地铁运营分公司迎来了2018年
的首批新员工，为尽快提升新员工消防安全意
识，掌握火灾应急处置技能，按照分公司统一

部署，为新员工开展消防知识专项培训工作。
图为客运部培训师马龙正在指导新员工

检查和使用空气呼吸器。 常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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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饮用水水源地查出527个环境问题
本报讯(任婷）近日，陕西省

环境保护厅发布《陕西省饮用
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清单》。据
了解，根据环境保护部、水利部
关于印发《全国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方
案》的通知(环环监〔2018〕25号)
要求，陕西省组织各地已完成
了对县级及以上城市水源地环
境保护专项排查工作，并建立
了问题清单。

通过各市、县认真摸排，陕

西省99个县级及以上地表水型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共排查出
环境问题527个。按地域分：西
安84个、宝鸡55个、咸阳29个、铜
川149个、渭南11个、延安28个、
榆林19个、汉中99个、安康14个、
商洛37个、韩城2个;按问题类型
分：工业企业问题 19家、排污口
问题 8个、交通穿越问题 38处、
旅游餐饮问题177家、农业面源
污染问题 68处、生活面源污染
问题75个、其他问题142个。

大荔举办中国县级购物中心高峰论坛
本报讯（记者 刘强）5月 8

日下午，由大荔万象城市广场
主办，“中国县级购物中心高峰
论坛暨大荔县招商成果发布
会”召开。

已经入驻大荔县的世界
500强企业、国内500强企业、中
国著名企业和西北轻工、康复

路各个合作商会悉数到场，苏
宁易购、居然之家、国美电器
等众多商业大咖们以各自的
全国战略布局纵论县级购物
中心的发展趋势，为县级购物
中心的发展群策群力。本次
大会将是“西北地区县级购物
中心”发展的转折点。

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
记者 5月 9日从省公安厅获
悉，西安市公安局日前发现，
在西安有人利用网路销售彩
票、红酒期货等实施诈骗。经
过2个多月的侦查，西安警方
于近期确定了该团伙的位置、
团伙成员等信息。3月20日
下午，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分局
出动 20余名警力，现场控制
团伙老板，骨干等 13人。经
初步审讯，该团伙对网上非法
销售彩票，红酒期货实施网络
诈骗的行为供认不讳。

省公安厅透露，今年以
来，我省公安机关破获多起
涉网违法犯罪 。今年 3 月
17 日，西安市某公司报警
称：公司的网络支付系统被
他人恶意登录并篡改了客户
预留的银行账户，导致公司
损失货款 5千余元。西安警
方接到报案后，立即开展侦
查工作，在对发案数据分析
的同时，立即联系该网络支
付系统的服务商，要求其加
强后台审计，启动更严格的
安全策略，防止嫌疑人再次
入侵信息系统。3 月 20 日，
嫌疑人再次登录信息系统，
企图修改银行账户，由于已启
用新的安全策略，导致嫌疑人
操作失败。经过警方的不懈努
力，最终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

信息和经常活动的区域。3
月23日，嫌疑人路某被成功
抓获。

不久前，咸阳市礼泉县
公安局在工作中发现一通
过微信群组织赌博的犯罪
团伙，每次押注金额从几十
元到上万元不等，群内有专
人负责建群拉人、汇总赌博
结果，分工明确，组织严
密。警方先后分析研判数
据30余万条，梳理出犯罪嫌
疑人层级结构，落实其真实
身份，并对涉案的资金流进
行追查，确定王某等人有重
大作案嫌疑。

3 月 19 日，警方果断收
网，一举抓获王某等9名该团
伙嫌疑人。扣押用于网络赌
博的电脑主机、手机、笔记本
电脑等电子设备50部，冻结网
上支付账户和银行卡账户44
个，冻结涉案资金90余万元。

据介绍，我省将严格落
实手机用户实名登记制度，在
APP、网站、网店、群主、博主、
自媒体等领域推行“实人实
证实名”认证制度，铲除网络
黑产黑市，严防用户信息泄
露。在网络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方面，我省将跟踪记录并汇总共享
我省企业违法违规和执法信息，
推动落实对失信企业融资上市、
网络支付等方面的惩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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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快讯

本报讯（通讯员 王严 姜晗）5月8日23时，国内
在建规模最大重载铁路——蒙华铁路蒙陕段首件无
砟轨道试验段完成浇筑，标志着蒙华铁路蒙陕段建设
从线下施工转入线上铺装的收官阶段。

纵贯蒙、陕、晋、豫、鄂、湘、赣 7省区，连接蒙陕甘
宁能源“金三角”与鄂湘赣等华中地区的蒙华铁路，全
长 1837公里，是我国规模最大的运煤专线和“北煤南
运”国家战略运输通道，也是世界上一次性建成的最
长重载铁路。其中，蒙陕段正线全长493.729公里，纵
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乌审旗，陕西省榆林市靖边
县，延安市安塞县、宝塔区、延长县、宜川县，韩城市等
2省4市6县。

本报讯（记者 田丁辉）继 4 月 9 日全国首个 35
千伏智能巡检机器人索维一号上岗试运行以来，

“索维一号”已经工作一个月。“作为全国首个 35kv
变电站智能巡检机器人索维一号的上岗，是对传
统变电站巡检模式的一次重大革新。”陕西地电集
团汉中分公司党委书记姚悦这样认为。近年来，
陕西地电对科技项目的投资不断加大，其变电站
设备巡检工作正朝着智能化、信息化、现代化方向
迅速迈进。

据悉，巡检机器人通过变电站巡视，各项标记
抄录和智能分析，雨雪冰冻、雷雨天气等特巡，能
有效降低人工巡检劳动强度，降低变电站运维成
本，提高巡检作业和管理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
平，为智能变电站和无人值守变电站提供创新型
的技术检测手段和全方位的安全保障，弥补了人
工巡检存在的一些缺陷和不足。

陕西地电集团汉中分公司

全国首个智能巡检机器人上岗

本报讯（肖平）5月 8日上午，在外出差的陈晓芳
女士听到上四年级的女儿抑扬顿挫地念完丈夫张
良国单位寄给自己的喜报时，心里美滋滋的。

安康火车站党组织始终把关心职工切身利益
作为党建工作的“切入点”，在做好职工逢年过节
慰问、住院慰问、红白喜丧全程参与、给职工生日
送蛋糕外，为营造“一人获奖、全家光荣”的浓厚
氛围，吸引更多干部职工以实际行动积极投身铁
路运输安全生产，今年起为职工启动“欢送喜报
给家属”活动。今年 5 月初，该段调车比武成绩揭
晓后，该站本着浓重而不铺张的原则，在积极兑
现车务段奖励的同时，制作电子喜报彩页，通过微
信群、朋友圈广泛宣传，并对获得个人全能第一名
的连接员刘武平、第二名的调车指挥人张良国、机
车乘务员赵军红做好彩页喜报送家属寄送工作，赢
得车站干部职工的赞誉。

安康火车站

"欢送喜报给家属"活动赢得赞誉

5月5日至8日，中铁北京工程局第四届职业技能
大赛在渭南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顺利举办。
来自全局10个施工类子分公司的80名测量、试验选
手参加了比赛。图为测量工比赛现场。 李杰 摄

为了提高公路安全防范意识，华阴公路段采取
多种措施，在秦岭山区 202 省道华金公路段全线沿
山一侧醒目山体位置刷写反光安全警示标语，设置
反光镜等措施，有效地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率。

王渭 王会军 摄

首届丝绸之路陕菜国际美食节日前开幕。美食
节期间将举行大唐西市丝路风情美食展、西安永兴坊
非遗文化美食展等活动，举办丝绸之路陕菜发展研讨
品鉴会，推动西安“国际美食之都”建设。活动将持续
到本月15日。

图为 5月8日中午，游人在西安永兴坊非遗文化
美食展上品尝美食。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近日，在榆北小保当煤矿二号主斜井，陕西煤化机电安
装有限公司临时工雷涛娴熟地将螺栓固定于铁轨上，专注的神
情充满了对工作的热爱。 刘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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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铁十二局集团一公司工会组织了
系列文娱活动比赛，赛后员工们余兴未消，有两名
机关领导，因陋就简，在赛场旁边垃圾桶上继续较
量，引来一片喝彩。 王凯杰 摄

余兴未消余兴未消

→近日，花卉公司的员工在西安咸宁
中路的花坛中摆放鲜花，扮靓街道。

王忠义 摄

五月鲜花五月鲜花

■手机随手拍

蒙华铁路蒙陕段

首件无砟轨道浇筑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