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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各种子经营单位（户）：
为进一步做好我市打击侵

犯品种权和制售假劣种子行为
专项行动，保障农业生产用种安
全，特向全市种子企业和经营户
发出如下倡议：

一、积极参与活动。根据江
苏省农委 2018年种子“双打”行
动要求，积极参与种子“双打”行
动的各项活动，提高依法经营的
自觉性；主动配合农业行政部门
组织开展的种子市场检查、种子
质量监督抽查和证照清查，做到

“不拒查、不拒检”；积极查找问
题，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建立健
全种子生产经营档案。

二、依法规范经营。认真贯
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
法》、《江苏省种子条例》等法律

法规，进一步规范种子生产、经
营行为；认真做好种子生产经营
备案工作；不经营未经审定或超
区域农作物品种；不搞虚假或者
引人误解的宣传。

三、保证种子质量。坚持
“质量第一、信誉至上”的宗旨，
提高供种质量，严把种子质量
关，杜绝以大田用种冒充原种，
防范不合格的种子流入市场。

四、全程优质服务。加强种
子经营管理，销售种子实行明码
标价、做到票据规范、台账完整、
封样留存；销售种子时向种子使
用者提供品种使用说明、风险提
示与有关的咨询服务；不强迫种
子使用者违背自己的意愿购买、
使用种子；及时处理和解决种子
生产、经营中出现的矛盾和纠

纷，切实维护农民利益，确保社
会稳定。

五、坚持诚信守约。始终树
立诚信经营的理念，严格遵守种
子包装、计量管理规定，做到包
装标识规范，计量准确，绝不销
售“白皮袋种子”，自觉维护种子
市场秩序，树立良好种子行业形
象，维护种子市场稳定，切实保
护农民利益，确保农业生产用种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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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广适宜我市种植的优质
高产水稻品种，发挥主推品种在
粮食稳产、安全、增效中的基础作
用，推动我市水稻生产稳定可持
续发展，结合近年来各水稻品种
在我市大面积生产的表现及试验
示范结果，特提出 2018年丹阳市
水稻主推品种利用意见。

一、主推品种：
早熟晚粳品种：主推南粳

5055、武运粳31，搭配宁粳8号。
迟熟中粳品种：主推南粳

52、宁粳7号，搭配南粳9108。
二、注意事项
1.各地所选用的品种必须是

经国家或省审定的品种，我市种
植必须在审定品种的适宜种植区
域内，严禁推广跨区域、未审定的
品种。

2.各镇区要按照“一主一辅”
的原则，因地制宜选用推广品种，
种植大户要按照早、迟搭配的原
则选用品种，以利调节茬口，实现
稻麦周年高产。

3.选用品种后，广大农户要
依据所选品种的特性，配套相应
的栽培技术和管理措施，真正做
到因种栽培、良种与良法相配套，
并根据技术推广部门意见，抓住
适期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

4.随着粮食收购部门严格把
握收购标准，广大农户要尽量选
用出糙率高、米质优的品种，积极
采用优质、清洁、高效的配套技
术，努力提高稻米的质量。

丹阳市农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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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丹阳市水稻主推品种利用意见 告全市种子经营单位（户）的一封信

因丹北镇西二中沟涵闸改造
重建工程需要，胡后公路需封闭部
分路段。为确保施工顺利进行和
周边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
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决定对胡
后公路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
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管制路段 胡后公路 3 公
里100米—3公里400米（迎丰河小
朱巷桥—迎丰河天工桥）段。

二、管制时间 2018年 4月 19
日零时至 2018 年 5 月 23 日 24 时
止。

三、管制措施 1.管制路段实
行封闭施工。2.封闭路段除施工

车辆外禁止其它机动车、非机动
车、行人通行。3.过往机动车、非
机动车、行人可选择就近道路绕
行。4.相关公交、校车线路作临时
调整。具体线路由有关部门公告。

请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人、
行人行经管制路段，自觉遵守上述
交通管理措施，服从交警和交通管
理人员的指挥，按照施工现场交通
标志指示注意安全，减速慢行、有
序通过。违者，将按照道路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特此通告。
丹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江苏省丹阳市公路管理处

2018年4月13日

关于胡后公路部分路段施工期间实行交通管制的通告

本报讯（记者 陈静 通讯
员 蒋跃军）“七五”普法即将迎
来中期考核。昨天上午，我市召
开法治宣传教育暨“七五”普法
工作推进会，部署今年各项普法
工作。市领导任剑平、金夕龙、
周爱仙、陈俊出席会议。

据悉，自 2016 年“七五”普
法规划实施以来，我市落实“谁

执法谁普法”“以案释法”“媒体
公益普法”三大机制，围绕领导
干部、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
员等重点对象，着力开展“七五”
普法工作，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今年，
全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将以“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主题实践
活动为主线，落实“谁执法谁普

法”责任制，全力推进法治宣传
教育与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优秀传统文化、公民道德
实践、群众生产生活深度融合，
不断提升全民普法工作水平，持
续助力法治社会建设，为建设

“强富美高”新丹阳营造良好的
法治环境。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任剑
平强调，省、镇江市检查组将于
6月来我市考核验收，各镇（区、
街道）、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迎检
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严格按
照《“七五”普法考核验收办法》，
高标准定位，严要求筹备，扎实
做好“七五”普法中期考核迎检
工作。

“七五”普法6月将迎来中期考核

我市完成自主择
业军转干部年度
审核登记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旦平 通讯
员 张银富） 截止到 4 月 8 日，
2018年度全市 13名自主择业军
转干部年度审核登记工作圆满完
成。

据悉，根据省转业军官服务
中心《关于做好自主择业军队转
业干部年度审核登记工作的通
知》的通知精神，市军转办按照
年度登记审核程序、方法和要
求，切实增强工作责任心，主动
与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对接，跟踪
服务；主动与公安户籍管理部门
和法院案件审判档案管理部门协
调联系，及时了解掌握自主择业
军转干部的生存状况和入刑等情
况；积极争取领导和有关部门的
大力支持，及时调整加强力量，
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和难题，认真
细致做好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年度
审核登记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旦平 实习
生 魏郡玉）昨日上午，我市召开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职干部
培训班暨校外辅导站建设表彰大
会，传达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精
神，表彰 2017 年度各镇（区、街
道）在校外辅导站建设中经验收
确定的示范辅导站和合格辅导
站，布置和安排新一年的工作任
务。

据悉，今年，市关工委将重点
策划主题教育活动，开展好青少
年思想道德主题教育；做好预防
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推
动校外辅导站建设、创新发展；进
一步做好做优民营企业关工委这
个工作品牌，继续开展好“蒲公英
之家”“助学圆梦”“蓓蕾行动”活
动，尽最大努力关爱帮扶困境青
少年。

围绕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努力做好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
作，培训班还邀请了省委党校副
校长周毅之做了辅助报告。

关工委专职干部
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记者 丽萍 通讯
员 徐卫斌）因存储保管不当，
生产原料半夜发生“泄漏”，后
又因员工采取了不正确的处理
方式，致泄漏物经雨水管网流
入永丰河，最终导致河水水体
污染。近日，这起“因原料泄
漏污染河水”事件有了最新进
展，涉事企业因违反相关环保
规定被处以罚款六万元。昨
日，记者走访环保部门了解整
个事件经过。

前段时间，在永丰河的一
处排水口处突然流出污染水
体，下游水体瞬间被“染色”，
引发周边群众高度关注。后据
环保执法人员多方调查发现，
造成此河段水体污染的罪魁祸

首是我市沿河一家高分子材料
有限公司生产原料泄漏所致，
原因已查明。经查，该公司生
产原料——半桶NBR乳液在夜
间因包装桶破裂流至车间地
面。次日上午，公司员工直接
用水冲洗车间地面，导致泄漏
乳液通过雨水管网流入永丰
河，最终造成河水污染。事发
后，环保局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应急处
置，排查污染源。目前，河水
受污染情况已逐渐改善。

在查清污染原因后，经过
环保部门认定，该企业的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关于“水污染事故
发生后，及时启动水污染事故
的应急预案，采取隔离等应急
措施”的规定。最终，环保局
依据相关规定下发《行政处罚
告知书》对该企业处以 6万元
的罚款。

一企业原料泄漏
污染河水被罚六万

为关爱女性健康，增强女性防病意识，4月10日下午,云阳
街道华都锦城社区、丹阳爱心义工社联合镇江康复集团专家开
展健康知识讲座、咨询活动，50余名女性居民听了讲座。

（记者 萧也平 通讯员 恽霞 摄）

康复专家走基层 关爱女性进社区

天禄人家凤凰宴酒店开业一年以来，牢固树立为普通百姓
服务的经营理念。酒店在周年庆之际，推出了回报社会活动。
图为天禄人家员工在12日慰问环卫工人。

（记者 溢真 通讯员 丁婷婷 摄）

延伸为民服务 情暖慰问环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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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曾经指出：“对马克
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
利的一种精神动力。”伟大的无
产阶级革命家、民族英雄方志
敏，在狱中文稿中曾多次谈到
共产主义信仰，并初心不移、坚
定地践行着自己的誓言。坚定
的信仰是方志敏崇高革命精神
和坚强革命意志的坚实基础，
铸就了这位英雄气壮山河的不
凡一生。

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
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1924 年，方志敏经赵醒侬
介绍，在南昌加入中国共产
党。入党之初，他满怀激情地
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不管阶级
敌人怎样咒骂共产党，但共产
党终究是人类最进步的阶级
——无产阶级的政党。它有完
整的革命理论、革命纲领和最
高尚的理想，它有严密的党的
组织与铁的纪律，它有正确的
战略和策略，它有广大经过选
择而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党员群
众，并且它还有得到全党诚心
爱戴的领袖。”

他还记下誓言：“共产党员
——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
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
员，我是如何地引以为荣呵！
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
都交给党去了。”从入党的第一
天起，方志敏就把自己的一切
交给了党，无论个人身处顺境
还是逆境，他都兢兢业业为党
为人民工作，理想和信念从未
动摇过。

1935年1月底，陷于绝境的
方志敏不幸被俘。为了“以免
他们问东问西的讨厌”，方志敏
坦荡从容，挥笔写下简短的《自
述》：

方志敏，弋阳人，年三十六
岁，知识分子，于一九二五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第一次大
革命。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
年，曾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
长。大革命失败后，潜回弋阳
进行土地革命运动，创造苏区
和红军，经过八年的艰苦斗争，
革命意志愈加坚定，这次随红
十军团去皖南行动，回苏区时
被俘。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
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
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
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
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
和革命。我这几十年所做的革
命工作，都是公开的。差不多
谁都知道，详述不必要。仅述
如上。

这篇自述虽然只有 245 个
字，却铿锵有力，表现出坚定的
共产主义信念，执著的爱国主
义精神，以及愿意为苏维埃和
革命事业“牺牲一切”的决心与
意志。

我们心体泰然，毫无所惧，
我们是视死如归

自被捕之日起，方志敏就
没有指望活着出狱。在《我从
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文中，他
写道：

我们是共产党员，当然都
抱着积极奋斗的人生观，绝不
是厌世主义者，绝不诅咒人生，
憎恶人生，而且愿意得脱牢狱，
再为党工作。但是，我们绝不
是偷生怕死的人，我们为革命
而生，更愿为革命而死！到现
在无法得生，只有一死谢党的

时候，我们就都下决心就义。
只是很短时间的痛苦，“碰”的
一枪，或“啪”的一刀，就完了，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们常是
这样笑说着。我们心体泰然，
毫无所惧，我们是视死如归！

方志敏还写道：“心平气静
地等候着那一刻儿的到来，等
候着那一颗子弹，或是一刀！”
他强调：“我们必须准备口号，
临刑时，要高声地呼，用劲地
呼，以表示我们的不屈！”

这样“笑说着”“心平气静”
地谈生死，只有树立了坚定信
仰的人才能达到如此的境界。

方志敏还写道：
死神在祥松（方志敏）与他

同时入狱的三个同伴面前狞
笑，像一只猛鸷的鹰一样，正在
张开它的巨爪，准备一下子就
把他们四个人的生命攫了去！
死是不可避免的，什么时候死，
我们不知道——生命是捏在最
凶恶的敌人的掌心里！这是他
们入狱后常常说起的话。

敌人们明明告诉了他们，
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一条是投降，而得暂时的苟生，
一条就是死！他们不约而同地
选定了后一条路。

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都只有一次。没有什么比生死
抉择更为艰难。方志敏义无反
顾地选择了死，是因为决不能

“抛弃自己原来的主义信仰，撕
毁自己从前的斗争历史”。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努力
到死！奋斗到死

方志敏身系囹圄，心里却
日夜惦记着党与革命事业。他
说：“屈辱，痛苦，一切难于忍受
的生活，我都能忍受下去！这
些都不能丝毫动摇我的决心，
相反的，是更加磨炼我的意
志！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
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
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
为它们工作一天。”他还写道：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努力到
死！奋斗到死！”

自觉时日不多的方志敏，
决心用“写作”将未竟的事业推
向永恒。他利用敌人要他“写
点东西”的纸和笔，进行废寝忘
食的写作。方志敏早年染有肺
病，入狱以来，脚戴重镣，饱受
折磨，身体极度虚弱，写作时间
稍长，头就发晕，全身无力。他
咬紧牙关，靠着桌子坚持写，或
者拖着铁镣在室内移动几步，
实在支撑不住了，倒在床上躺
一会，起来再干。

因为随时都有可能被处
决，方志敏没有长远的写作计
划和系统的安排，只能想起什
么就写什么，而且要抓紧时间
写。在一篇文章中，方志敏写
道：

我亦因之被俘，囚禁于法
西斯蒂的军法处，历时已5个来
月了。何时枪毙——明天或后
天，上午或下午，全不知道，也
不必去管。在没有枪毙以前，
我应将赣东北苏维埃的建设，
写一整篇出来。我在这炎暑天
气下，汗流如雨，手执着笔，一
面构思在写，一面却要防备敌
人进房来。我下了决心，要在
一个月内，写好这篇文字。

狱中的写作十分艰辛。方
志敏写道：“不管怎样，祥松还
是天天在暗中努力着，为着这，

用去了许多思想和心血，他头
上的白发，差不多增加了一倍
了。”

面对死神，方志敏信念如
磐，生命不息，奋斗不已，用手
中的笔作战斗武器，写下了《我
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
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重
要文稿和信件，把对党、对祖
国、对人民的爱，化成了血铸的
13万文字，用生命谱写了爱国
主义的千古绝唱和革命英雄主
义的如虹浩歌。在他的笔端流
淌着对自己一生清贫岁月的总
结、对革命的坚定信仰以及对
美好未来的企盼。不仅如此，
他还殚精竭虑保存与传递文
稿，并将文稿一次又一次地从
监控严密的国民党监狱送到白
色恐怖的上海，并大部分交到
地下党手中，创造了中共党史
上的一个奇迹。

我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
按照当局的规定，凡是新

犯人都要审问一次，方志敏也
不例外。

一天晚饭后，方志敏突然
被“提审”。由于他戴着脚铐，
行走不便，被看守背上了法庭。
这是方志敏第一次与法官面对
面地交锋。

法官先打亲情牌，不起作
用，进而以死相逼，并由此引发
了一场关于信仰的辩论。

法官说：“我向你进一忠
告。你们既已失败至此，何必固
持己见？到国方来做事好了。”

“哼！我能做什么事。”
“你能，你能做事的。不然

杀了那么多人，何以还留下你
们呢？老实说，上面就是要用你
们收拾残局。”

“我告诉你，留在苏区的共
产党员，都是经过共产党的长
久训练，都是有深刻的主义的
信仰的。”

“嘻嘻！”法官发出一声奸
笑，“都是有主义的信仰？而且
有深刻的主义的信仰？那也未
必吧，我想大部分不过是盲从
罢了。”

“你不能这样去诬蔑共产
党！”

“当然，我不能说都是盲
从，里面有主义信仰的自然也
有，或者不少。好了，先不说这
个问题，现问一问你们的主义
会不会成功呢？据我看来，你们

的主义是不得成功的，即使能
成功，恐怕也得 500年，就算不
要 500年，顶快顶快也得要 200
年。总之，在我们这一代是不能
实现的。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
要做傻子，为几百年后的事情
去拼命呢？”

停了一下，法官又说：“人
生在世，公私两面都要顾到。一
心为公，完全不顾个人，我看那
不能算是聪明人吧。我也这样
想过，万一共产主义成功了，谁
能料定我不会转身？这是我的
心里话。中国有句古话：知时务
者为俊杰，随风转舵，是做人必
要的本领。”

“朝三暮四，没有气节的
人，我是不能做的。”方志敏冷
冷地答道。

“你晓得孔荷宠吗？”法官
又换了一个话题。

孔荷宠曾是功勋卓著的红
军将领，不过后来叛变革命，成
为著名叛徒。

方志敏答道：“听到他的名
字，没有见过面，他是个无耻的
东西！”

“他无耻？你们说他无耻，
我们却说他有觉悟。他现在极
蒙上面信任，少将参议，每月有
500元的薪金！”

“我不能跟他一样。我不爱
爵位也不爱金钱。”方志敏斩钉
截铁地答道。

“哼！”处长突然变得严厉
起来，“枪一响，人就完了，什么
也没有了。机会千钧一发，稍纵
即逝，确不是好玩的！”

“我完全知道这个结局。但
既然不能两全，我只有选择一
死。”方志敏坦然答道。

两人都沉默了。
“还有什么话要问？”方志

敏早就不耐烦了。
于是，法官只好悻悻地令

看守将方志敏背回牢房。在离
开法庭前，他还警告：“你要细
想想看，千钧一发，确不是好玩
的！”

在这场关于信念的唇枪舌
剑中，法官败下阵来。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
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方志敏始终坚信中国革命
事业必然成功，自由、民主、富
强的新中国一定能够建立，对
于革命成功后的中国充满着憧
憬。在《可爱的中国》一文中，

他写道：“不错，目前的中国，固
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
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
前途呢？不，决不会的，我们相
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
明前途。中国民族在很早以前，
就造起了一座万里长城和开凿
了几千里的运河，这就证明中
国民族伟大无比的创造力。中
国在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
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线内
的汉奸卖国贼、得到了自由与
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地
发挥出来。到那时，中国的面貌
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

他还写道：“我相信，到那
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
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
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
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
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
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
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
花园，将代替凄凉的荒地。这
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
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
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
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携
手了。这么光荣的一天，决不在
遥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
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

如今，方志敏心中美好的
愿景已经成为现实。“可爱的中
国”正在经历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亲
历了这一翻天覆地的巨变，都
是共和国大厦的建设者。

方志敏的一生虽然短暂，
但他不忘初心，始终坚定地践
行着自己的誓言。方志敏的狱
中 文 稿 中 留 下 了 一 首 题 为
《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
记述》的短诗，开篇即以诗明
志：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
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
乃是宇宙的真理！
为着共产主义牺牲，
为着苏维埃流血，
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这表明了他心甘情愿地为

“信仰的主义”流血牺牲的决
心。信仰的旗帜造就了英雄的
传奇。研读、品味方志敏关于
信仰的荡气回肠的诗句，你会
体验到一种久违的感动。

方志敏：坚定信仰铸就的英雄
刘明钢

狱中的方志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