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华社记者陈俊 段续 徐子恒

在吉林市革命烈士纪念馆，一座魏拯
民的塑像矗立在正门前，高高的鼻梁上架
着一副圆框眼镜，面容清瘦，神色坚毅。

塑像坐落在巍巍长白的群山之间，
几公里外，松花江静静流淌。伴着讲解
员的讲述，我们的思绪回到那个山河破
碎的年代……

1936年，正月，山西屯留。关文濬又
一次打开了儿子魏拯民（原名关有维）从
东北辗转寄来的信，信里写道：

“父母双亲台鉴：时间飞逝……离家
……已四年有余，甚念！……自古忠孝，
很难两全……”

关文濬并不知道，表面上书生气十
足的儿子，已是东北抗日队伍的中流砥
柱。1936年7月后，魏拯民任中共南满
省委书记、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政治部
主任、第一路军副总司令。

东北抗日联军，是日本侵华时期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它是
党创建最早、坚持抗日时间最长、条件最
为艰苦的一支人民抗日军队。

白山黑水间，魏拯民与时任第一路
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的杨靖宇并肩战
斗，指挥所部在辉南、抚松、濛江（今靖
宇）、金川、桦甸等地打击敌军，挫败日伪
军多次大规模“讨伐”，曾指挥大沙河、寒
葱岭等战斗。

思儿心切的关文濬，打算去东北看
望魏拯民。路途遥远，妻子特别叮嘱他
给儿子带上两瓶山西醋。

一路辗转到了哈尔滨，顺着地址，
关文濬来到了魏拯民的借住地，却扑了
个空。原来，魏拯民已奔赴东满，开展
革命活动去了。

未见到儿子，关文濬有些失望，他在

哈尔滨待了几天，也未等到魏拯民回来。
就这样，带着遗憾，关文濬回到了山

西老家。他怎么也想不到，此行去东北，
竟是离儿子最近的一次，往后余生，却再
也见不到儿子了。

1939年冬，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形
势日趋严峻，抗联战士们在严寒中与侵略
者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缺物资、缺装
备、缺给养，他们只能以草根、树皮充饥。

魏拯民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
长期患心脏病和胃病。即便如此，他始
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

魏拯民不仅是一位深谋远虑的军事
指挥员，更是一位稳重老练的政治工作
者，他不顾疾病折磨，常常昼夜不停地起
草文件、写报告。

“斗争越是艰苦，斗志越是昂扬！”讲
到动情之处，吉林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二
处处长尹是罡眼含热泪。

“战士们见魏拯民日渐消瘦，都为他
担忧，但他总和大家说：病怕什么，不怕
身体病，就怕思想有病。”尹是罡说。

魏拯民坚定的信念感染着抗联战
士，激发着他们保家卫国的雄心壮志。
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副处长曾
宪委说，杨靖宇牺牲后，敌人原以为抗联
一路军将一蹶不振，很快会瓦解。

但抗联战士们英勇战斗的事实，让
敌人不得不承认：“杨靖宇牺牲后，魏拯
民代彼指挥”“甚至还全部消灭了我们一
个团的讨伐队”。

既要浴血奋战，又要与病魔斗争，积
劳成疾的魏拯民于 1941年 3月 8日病
逝，年仅32岁。

“先烈的事迹，流传在长白林海。”魏拯
民烈士的殉国地吉林省吉林市桦甸市红
石林业局黄泥河林场党支部书记韩小平
说，如今，林业工人们继承着先烈的精神，

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片青山绿水。他
们每天都要在山间跋涉十几公里，打击盗
伐、守护山林、栽植树木，不论寒暑。

山林更美了，也更兴旺了。栽木耳、
种野菜、种中药……谈起这些年的变化，
林业工人张永海深有感触。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抗联战士拼死保卫的土地，已是生

机盎然；
抗联战士誓死保卫的人民，如今生

活安乐祥和。
长白山脚下的抚松县锦江木屋村，

依山而建的村落安静祥和，这里保存有
完整的满族古木屋建筑群。可谁能想
到，这片村落，几年前还是一片“人稀屋
空”。当地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起
乡村旅游，村子热闹起来了。

人气旺了，产业丰富了，村民生活好
了。在长春市九台区清水村，苗木花卉产
业是村子美丽兴旺的“秘诀”。清水村党
总支书记单海龙说，村里成立专业合作
社，建起了产、供、销为一体的苗木花卉产
业链，带动当地农民就业5万余人次。

从长白山脚下，到松嫩平原之上，吉
林立足老工业基地、全国商品粮基地等
优势，一批新产业项目茁壮成长。

在中车长客的高速动车组生产车间
里，一列列“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整
齐列队。前段时间，我国自主研发的时
速400公里跨国互联互通高速动车组在
这里下线。列车可在不同气候条件、不
同轨距、不同供电制式标准的国际铁路
间运行，能让国际、洲际旅行更便捷。

“在魏拯民的殉国地工作生活，党员
干部们有着强烈的使命感，既要保护好
森林资源，又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韩
小平说，“只有这样才能告慰先烈。”

(新华社长春电)

追忆东北抗联真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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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益根：340646 号人民警察证遗失，声明作
废。

★东至县东宁木竹制品厂：公章、法人（江安）私
章遗失，声明作废。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池州分行机关食
堂：核准号为 J3790001323201、编号为 361000976795
的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声明作废。

★黄志华 江乐铃：发票代码为034001800105的
01455290号安徽增值税普通发票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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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
开奖公告

彩种 期数 日期 开奖号码

福彩3D 2021040期 2021-02-19 7 2 9
双色球 2021016期 2021-02-08 03 08 09 13 15 18+10
七乐彩 2021018期 2021-02-19 09 11 15 22 27 29 30 04
15选5 2021040期 2021-02-19 01 06 08 12 15
福彩6+1 2021017期 2021-02-08 3 2 8 5 5 8 鸡
快乐8 2021040期 2021-02-19 01 05 14 15 18 27 29 31 32 43

44 47 49 60 71 72 73 77 78 80

正当大家沉浸在牛年过节的喜庆当中，广西刮刮乐

即开票也迎来了开门红：2月18日，一位90后小伙子兴高

采烈到柳州市福彩中心兑奖。

原来，沈先生是位年轻的“90后”购彩者，平时隔三岔

五地到福彩销售站买刮刮乐。今年过年，在城中区五星街

逛街的沈先生看到路边有刮刮乐户外小卖场，便拿出100

元现金购买了十张面值10元的“好运十倍”。缓缓刮开票

面后，他发现“我的号码”和“中奖号码”都出现了数字

“34”，对应奖金竟有400000元！沈先生根本不敢相信，在

一旁看着的购彩者忍不住欢呼起来：“你中大奖了！中大

奖了！恭喜啊！”在大家的祝贺声中，沈先生保持淡定，把

中奖彩票收好就默默离开了。

沈先生表示兑奖完后马上再去购买彩票，希望在奉

献爱心的同时还能中大奖，今后也还会保持理性购彩，支

持福彩刮刮乐，支持福利公益事业。（来源：广西福彩）

90后小伙中得开年柳州市好运十倍刮刮乐头奖

图为魏拯民纪念馆内的展板图为魏拯民纪念馆内的展板（（11月月1414日摄日摄）。）。

新华社莫斯科 2月 20日电
（记者李奥）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
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局长波波
娃 20 日说，俄发现 7 人感染了
H5N8型禽流感病毒，这是全球
首次发现人感染该型禽流感病
毒。

俄媒体当天援引波波娃的话
报道，去年 12月，俄南部一养
殖场暴发禽流感疫情，俄“矢

量”病毒学与生物技术国家科学
中心专家从该养殖场的7名员工
身上分离出了该病毒的遗传物
质。她说，“这是全球首次发现
人感染H5N8型禽流感病毒”。

波波娃说，俄方已立即采取
相关必要措施。7名感染者症状
较轻，目前尚未发现人传人现
象，但不排除今后病毒发生变异
导致人传人。

俄罗斯首次发现
人感染H5N8型禽流感病毒

新华社悉尼2月20日电（记
者郝亚琳）莫尔兹比港消息：巴
布亚新几内亚首家孔子学院巴新
科技大学孔子学院 19日在巴新
第二大城市莱城正式成立。

中国驻巴新大使薛冰与巴新
总督达达埃、副总理巴希尔、巴
新驻中国大使萨旺、巴新科技大
学校长瑞纳吉当天共同为孔子学
院揭牌。

薛冰在致辞中表示，作为巴
新首家孔子学院，巴新科技大学
孔子学院为中国与巴新两国教
育、文化、人文交流提供了独特
平台。相信在孔子学院学习的青
年一代将成为巴新未来建设的有
生力量，期待他们加入中巴新友

好合作事业，为两国交流与合作
架起新的桥梁。

达达埃说，巴新首家孔子学
院正式成立，有助于增进巴新和
中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希
望巴新青年通过孔子学院认真学
习中国语言和文化，为两国交往
注入更多活力。

瑞纳吉表示，巴新科技大学
重视孔子学院的建立和发展。学
校有信心同中方一道办好孔子学
院。

据悉，这家孔子学院由巴新
科技大学与中国重庆师范大学合
办，目前已有近300名巴新科技
大学师生报名学习中文。

巴布亚新几内亚
首家孔子学院成立

新华社东京2月20日电（记
者王子江） 七国集团领导人 19
日举行网络视频会议后发表联合
声明，一致表示支持东京奥运会
在今年夏天如期举行。日本首相
菅义伟会后表示，对大家的支持
感到鼓舞。

这次网络会议是去年4月以
来 七 国 集 团 领 导 人 首 次 “ 聚
会”，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说：

“我们支持日本做出的今年夏天
举办一届安全放心的奥运会和残
奥会的承诺，这将是全球团结一
致战胜新冠疫情的象征。”

网络会议结束后，菅义伟在
会见记者时说：“我在会上告诉
大家，我希望举办一届安全放心
的奥运会，以证明人类战胜了新
冠疫情……我得到了所有与会领
导人的支持，这让人感到鼓舞。”

菅义伟自去年9月担任首相
以来，已经利用包括联合国大会
等多个国际场合，表达了日本成
功如期举办奥运会的决心。

因新冠肺炎疫情推迟一年举
行的2020东京奥运会将在今年7
月23日开幕。

七国集团领导人一致支持
东京奥运会如期举行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参考消息》 21日刊登源自

德国新闻电视频道网站有关寒潮
加剧美国芯片供应危机的报道。
文章摘要如下：

北极寒流已致美国成百上千
万人断电，现在正冲击着半导体
行业的敏感点。在受寒潮冲击最
严重的得克萨斯州，当地能源供
应部门不得不要求奥斯汀的所有
芯片制造商暂停生产，以便有足
够电力供应卫生部门。

车企最大供应商之一的荷兰
恩智浦半导体公司停运了两家在
奥斯汀的工厂。世界第二大半导
体制造商韩国三星以及另一家企
业德国英飞凌同样暂停了生产。

限制生产的时间点不能更
差：全球半导体市场形势紧张，
娱乐和汽车行业的芯片需求在去

年年底大幅增长。新冠疫情防控
措施和居家办公将笔记本电脑销
量推至 10年来的最高水平，从
电视到空气净化器等家用电器的
需求也显著提高。许多汽车制造
商抱怨遇到了供应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工厂虽
然产量不大，但重要性也在增
加。美国创新战略咨询公司一名
专家说，美国工厂停运“毫无疑
问将对已经很严重的芯片短缺造
成影响”。由于元件短缺，大
众、福特和丰田等大型车企已经
减产。

英国埃信华迈公司的专家估
计，对规模更大的电子产品行业
而言，芯片短缺的影响还将变得
更显著，或将造成电子产品价格
上涨。

德媒说寒潮加剧
美国芯片供应危机

新华社长沙 2月 21日电 （记者帅
才） 雨水节气一过，南方已经春花烂
漫、和风习习，春季是适合养生的好季
节。中医专家指出，春季养生应当扶助
阳气，调畅肝胆气机，注意情志调养和
运动养生。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旷惠
桃教授说，人在春季要注意情志调养，
做到心胸开阔，乐观愉快，不使情绪抑
郁，让情志生机盎然，以保持意气风发
的精神状态。人们在春季进行情志调
养，应重在养肝气。一是要保持心情舒

畅豁达，心情舒畅而不过于悲喜，人体
气机畅通，气血运行和缓，则肝气得以
调养；二是要避免急躁和愤怒导致肝气
受损。

专家建议，春季运动养生的原则是
“小运动、渐进式”，人们在春天开始锻

炼时，要循序渐进，注意阳气提升，可
以选择散步、爬山、打球、跑步、做
操、打太极拳等运动，舒缓筋骨，吐故
纳新。

旷惠桃教授提醒，老年人在春光明
媚之时，可以在户外进行一些舒缓的运
动，促进新陈代谢。老年人最好从舒缓
的小运动开始，观察一周左右，适应后
再逐渐增加运动量；要避免负重运动和
长时间爬山，运动之前要做好准备活
动，避免发生意外和运动损伤。

中医专家支招春季运动养生、情志调养

新华社北京 2月 20日电 （记者李延
霞）中国银保监会20日对外发布通知，进
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行为，
对商业银行与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贷款
的出资比例、集中度等方面细化审慎监管
要求。

《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
款业务的通知》要求商业银行强化风险控
制主体责任，独立开展互联网贷款风险管
理，自主完成对贷款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
具有重要影响的风控环节，严禁将关键环
节外包。

通知明确了三项定量指标，包括出资
比例，即商业银行与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
放贷款，单笔贷款中合作方的出资比例不
得低于 30%；集中度指标，即商业银行与
单一合作方发放的本行贷款余额不得超过
一级资本净额的 25%；限额指标，即商业
银行与全部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的互联
网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全部贷款余额的
50%。

此外，通知严控跨区域经营，明确地
方法人银行不得跨注册地辖区开展互联网
贷款业务。

银保监会进一步规范
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

2月20日，求职者在安徽省亳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春风行动”招聘会
上寻求适合自己的就业岗位。

春节过后，各地举行多场招聘会，通过线上线下渠道为用人单位和求
职者提供多种选择。 新华社发（刘勤利 摄）

新春伊始招聘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