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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今年 5月 25日是左权将军逝世 75
周年纪念日。75年前，时任八路军副总参
谋长的左权在指挥抗击日军大“扫荡”
的突围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时年 37
岁，他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场上阵亡
的最高级别的将领。左权将军在短暂的
一生中，充满着传奇和辉煌，尤其是对国
家民族、对人民群众、对家人充满着情和
爱，表现出一位叱咤风云将领博大的胸
怀和深邃的情感。

最忠诚、最优秀的党员
左权对革命工作始终保持着高度的

责任心和积极性，在他的心中永远把党
的事业放在第一位。为了革命胜利，他总
是不顾个人安危，冲锋在前。1936年 6
月，在红一军团攻打甘肃曲子镇战斗的
最紧要关头，左权和聂荣臻亲临前沿阵
地指挥，一举消灭了敌人一个旅。1938
年 2月，八路军总部从临汾向晋东南转
移，在府城遭遇了西进之敌的一个旅团，
当时情况很紧急，左权不顾个人安危，指
挥总部仅有的两个警卫连与 3000 余敌
人展开激战，化险为夷。

左权对党的事业忠诚，还表现在个
人处于逆境时毫不动摇。1931年，王明
等人实行极端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大搞
肃反扩大化。1932年，左权被诬陷参加
过托派组织，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尽管多
次申诉，但“托派”和“留党察看”成为
戴在他头上近10年的政治“紧箍咒”，
直到英勇殉国。多年后，耿飚在回忆文章
中写道：“作为他的下级，我们许多人都
不知道这件事，也没有一点感觉左权是
蒙受不白之冤，受过委屈的人。”他不抱

怨、不消极，始终如一地为党努力工作，“他
以崇高的党性，证明了他是中国共产党最
忠诚、最优秀的党员”。

“两杆子”都硬的将才
左权是我党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他

勤奋好学、善于总结经验。毛泽东在抗日战
争时期的《左权军事文选》里说：“左权他
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这个人硬是个‘两杆
子’都硬的将才。”周恩来评价他是“一个
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

在黄埔军校一期时，他就刻苦用功，把
精力都集中在学习和训练上，成绩突出，被
称赞是黄埔优秀生。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他
不断学习战争的经验和指挥之道，表现出
了优秀的军事才能。1932 年 2月，中央红
军发起了黄陂战役。左权召集师长、团长研
究作战方案，精密部署兵力、火力。战斗打
响后，骄横的敌52师、59师竟毫无察觉地
先后钻进左权预先设置的“口袋”里。这一
仗，歼灭了敌人两个师，活捉敌师长李明和
陈时骥。

战斗间隙，他结合战斗实践，写了《八路
军的战斗教练工作》《论坚持华北抗战》《论
军事思想的原理》等几十篇文章。他还和刘
伯承合译了《苏联步兵战斗条令》，在他壮烈
殉国时，尚有10万多字的著作没有发表。他
的大量译著是我军的一份宝贵财富。

决不能随意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
左权常说，我们有衣穿、有饭吃、有弹

药去消灭敌人，这是老百姓给我们的。他经
常教育部队严守群众纪律，千方百计减轻
人民负担。

一次战斗结束后，天空下起了大雨，左
权率领八路军队伍路过一片庄稼地时，看

见一个部队马夫从田里抱了一捆莜麦准备
喂他牵的那匹马。左权见状，上前拉住他
问：“你是八路军吗？”

马夫小心地放下莜麦，低着头，站着不
敢说话。

好一会儿，马夫才开了口：“马已经一
天一夜没有吃草了。”

“没有草，你就抱老百姓的莜麦吗？”左
权脸色发青地说道，转身用手指了一下正在
有序行进的队伍，继续说：“我们一天没有吃
饭还得打仗，为了谁呀？就是为了老百姓。八
路军战士，为了老百姓能把自己的性命交出
去，决不能随意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这就是
革命纪律。”

马夫羞愧地涨红着脸，向左权敬了个
军礼，然后将那捆莜麦归还原处。

妻子眼里的兄长和老师
左权的妻子刘志兰是“一二·九”运动的

积极分子，被朱德赞为“女同志中的佼佼
者”。后经朱德和康克清做媒，于1939年4
月16日与左权结婚。左权对妻子呵护有加，
在妻子眼里，他不单是丈夫，还是兄长、老师。

刘志兰与左权结婚后共收到左权 11
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妻子、女儿的关
心、思念之情。

就在左权牺牲前三天，他还给妻子写
了信，在信中他意味深长地说：“志兰亲爱
的，你走后我常感生活孤单，常望着有安慰
的人在，你当同感。常有同志对我说把刘志
兰接回来吧。我也很同意这些同志的好意，
有时竟想提议你能早些返前方，但一念及
你求知欲之高，向上心之强总想求进步，这
是每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为不延误你
这些，又不得不把我的望之切念之殷情打

消忍耐着。”
左权壮烈殉国后，刘志兰伤心欲绝，哭

坏了眼睛。度过最悲伤的日子后，她主动远
离了丈夫的荣耀和影响，靠自己的能力努
力地工作。

读着父亲的信慢慢长大
左权留给女儿左太北的“遗产”，是几

张泛黄的照片和 11封信，其中只有一张照
片是左权抱着刚满百日的女儿照的，照片
上洋溢着浓浓亲情。

妻子和女儿在延安的日子里，左权惦
记着她们。夏天，细腻的左权买了花布，请人
给女儿做衣服，甚至还准备了冬天的毛衣裤，
再让回延安的同志捎过去。因为不知道孩子
长多快，捎去的衣服有大有小……当得知孩
子病了，左权焦急地来信反复说，“急性痢疾
是极危险的”“有病了必须找医生”，关爱之
心充盈着信笺。

左太北收藏的11封信中，左权都大段
大段地提到心爱的女儿。每次读到这些信，
左太北都禁不住泪流满面。信中他盼着孩
子快快长大、懂事，他想让她知道，在遥远的
华北，他正在与日军战斗着……就在牺牲
前三天的最后一封信中，左权写道：“我担
心着你及北北，你入学后望能好好地恢复
身体，有暇时多去看看太北，小孩子极需人
照顾的。”左权在信中对女儿的爱称是小
鬼、小家伙、小宝贝、小天使、小东西……对
女儿的爱，穿越 75 年的风雨，依然还散发
着烫人的热量。

左权生前说过：“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
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
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这就是左权
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学习时报

名将左权的精神财富

6 月 14 日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芦草沟镇四宫村
航拍的薰衣草连片种植基地。

伊犁河谷种植薰衣草的历史悠久，霍城县是农业部命名的
“中国薰衣草之乡”，目前种植薰衣草面积逾两万亩，不仅是全国
重要的香料薰衣草生产基地，也带动了当地以薰衣草为主题的特
色产业。

赖宇宁 摄

6月 1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1至5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数
据，前 5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37595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8.8%，增速比1至4
月份回落0.5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
25423亿元，增长10.0%，增速回落0.6个
百分点。这是2017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
资增速首次出现回落，但依然处于高位。

对此，国家统计局投资司首席统计
师王宝滨表示，投资有所回落的主要原
因是受各地调控政策密集出台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除房地产投资增速

外，房企施工面积、新开工面积、竣工面
积、土地购置、土地成交额等多项重点指
标也首次出现持平或回落态势。

数据显示，1至5月份，房地产开发企
业房屋施工面积671438万平方米，同比增
长3.1%，增速与1至4月份持平。房屋新开
工面积65179万平方米，增长9.5%，增速回
落1.6个百分点。房屋竣工面积33911万平
方米，增长5.9%，增速回落4.7个百分点。

土地方面，1 至 5 月份，房企土地购
置面积 7580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5.3%，
增速比 1 至 4 月份回落 2.8 个百分点；土

地成交价款 3036 亿元，增长 32.3%，增速
回落 1.9 个百分点。

上海易居研究院研究员朱光表示，前
5 月房地产行业多项指标虽然出现小幅
波动，但整体基本延续了今年以来整体平
稳的态势。其中，从土地市场看，成交量持
续正增长，地价继续上升；从房地产投资
情况看，投资额和新开工量增幅曲线总体
平稳；从商品房市场看，销售量增幅继续
回落，价格增幅则基本平稳，库存量去化
明显；从房地产市场供求比看，商办物业
库存压力较大，住宅潜在供求相对平衡。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所
有数据全面回落，楼市涨幅触顶迹象明
显。各地楼市调控政策继续加码，成交量
同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但是，截至 5
月末，整体库存去化明显，其中主要热点
城市的库存小幅上升，去库存主要城市主
要在三线城市。

张大伟认为，2017 年三四线楼市整
体政策将依然平稳宽松。而基本完成了去
库存任务的一二线城市，后续政策有可能
会在经济企稳的情况下，调控持续加码。

经济参考报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年内首现回落

圆圆的脸，笑起来眼睛弯成一条
缝。很难想象，活泼可爱的婷婷（化名）
曾和白血病斗争了 5年，而她的弟弟超
超也是个白血病患者。

但最近一年里，婷婷每到月底都会
去四川省人民医院找她最喜欢的周阿
姨———儿科副主任、慈善办主任周晨
燕，把 200 元钱交给她，捐赠给四川省
慈善总会下设的 “晨燕爱心基金”，用
作贫困家庭白血病孩子的治疗费用。

两姐弟接连患病
好心人纷纷援手

婷婷出生在四川简阳市，10 岁前
的日子简单快乐，爸爸妈妈在成都打工，
婷婷上学。2009年，差几天过10岁生日
的她突然流鼻血，怎么都止不住，妈妈赶
忙带她去医院检查，结果晴天霹雳———急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父母、老家的亲戚朋
友一起筹钱，差不多治了5年，前后花了
60多万元，婷婷的病情稳定了，慢慢地停
了药，全家总算松了口气。

2013年 1月，弟弟超超出生。婷婷
妈妈说，想让弟弟长大像个超人，照顾
姐姐。

为了给婷婷治病，家里欠了很多外
债，婷婷爸爸妈妈拼命打工挣钱。不料

厄运再次来袭，2015 年 5 月，两岁的超超
也被检查出白血病，必须做造血干细胞移植，
至少需要50万元医疗费。刚刚看到一丝曙光
的全家，再次陷入困境。在周晨燕的热心奔走
和“晨燕爱心基金”的帮助下，许多好心人伸
出了援手，从200元到上万元，共有38人次
捐助47970元。最让人动容的是，其中有11
次是白血病患者家庭捐助的。“有的送钱，有的
送药，好多没留名就悄悄走了。有个阿姨给弟
弟交了1万元药费，可是她的宝宝也是白血病
患儿。”这一切，小婷婷都记在心里。

小买卖自食其力
传爱心每月捐钱

幸运的是，超超成功在中华骨髓库配
型成功，找到的还是全相合供者，2016 年
4月 15 日，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超超
出舱了，病情得到了控制，逐渐好转起来。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初中毕业后的
婷婷在外摆过地摊，也卖过玩具和服装，
收入时好时坏。因为常年跑医院，婷婷就
和妈妈到医药公司批发口罩再去卖，70
多元可以批发 50个。她和妈妈只稍加点
价卖出去，并且给同病房的家属捎口罩。
“就只象征性地收点跑腿费，一个月最多
能挣几百块。”婷婷说，“他们都和我们家
一样在为治疗费发愁，我不能挣他们的

钱。”婷婷说。
弟弟做移植手术后的一个月，2016

年 6 月，婷婷拿出200元交给周阿姨，希望
能给其他白血病患儿一点帮助。“我和弟弟
生病时得到过那么多好心人的帮助，现在我
想尽自己的一点力，把爱心传递下去。”有
时候快到月底了，还没挣够 200元，婷婷就
多跑几家医院卖口罩，而且和妈妈做起了微
商卖口罩。妈妈照顾弟弟，婷婷外出送货。不
管多难，每月200元的捐赠一直没断过。

怀感恩热心公益
尽薄力回报社会

今年春节后，在一位好心叔叔的介绍
下，婷婷去了家美容院当学员，每天早上
7 点半出门，骑半小时自行车到美容店上
班，一直要到晚上 7 点半才回家。不过婷
婷还坚持抽空送口罩，能多跑一趟是一
趟，想方设法多卖点。婷婷经常挂在嘴边
的话就是：妈妈，月底记得提醒我去找周
阿姨啊。

“老板很好心，不收学费，每月有
1000 多到 2000 元呢。”婷婷说，“我们家
遇到的都是好心人，只要我活着，就要一
直把好事做下去。”

婷婷还加入了全部由康复的白血病
孩子组成的“生命小战士合唱团”，看望

患血液病的孩子，表演节目、讲故事、做游
戏。医院组织的公益活动，婷婷也都主动
参加。今年 2月 19日，四川省人民医院儿
科举行了一次活动，由志愿者陪着白血病
患儿用画笔在小雨伞上完成一幅作品，再
通过义卖为患儿筹集资金。婷婷特意请假
一天来参加活动。婷婷曾和周晨燕说，
“周阿姨，我想向您学习，想跟着您的脚
步去做个感恩的人。”

其实，婷婷家的状况并不好。四口人
住在城南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合租屋里，
婷婷和妈妈、弟弟住房间，爸爸只能睡客厅
沙发。爸爸打工每月收入4000元，弟弟的
病情还要观察5年，每月打针、复诊的医药
费也要3000元左右，压在这个家头顶的还
有40多万元的外债。婷婷的妈妈说，“200
元虽然帮不了啥，但孩子长大懂事了，知道
感恩，我们很欣慰。”

为了表示感激，婷婷妈妈曾经跑到红
十字会，希望能找到捐献骨髓的人，但捐
献是双盲的，婷婷妈妈没能如愿。今年 4
月 15 日，超超接受骨髓移植一周年的日
子，爸爸妈妈给超超过了一次“生日”。婷
婷妈妈说，以后超超 1 月底的生日不过
了，只过 4 月的。“这是他重新获得生命
的日子，是要他永远记住那些素不相识的
人的帮助。” 中国青年网

患白血病姐弟获好心人帮助，长大后每月捐 200 元

一个宿舍出一个研究生并不
稀奇，一个宿舍四人全都考上研究
生比较少见了，那么三个“连号”
宿舍 12 个人全部考上研究生更
是罕见。来自安庆师范大学资源环
境学院的 7A613、614、615 三个
连号女生宿舍十二朵金花，全部考
上研究生，她们的宿舍获得“连环
学霸寝室”的美称。

勤奋 教学楼走廊里大声背书
住在 7A613 的司亚馨今年成

功考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研究生，
回忆起考研，她不禁感叹：“虽然
辛苦，但是却别有一番滋味。 ”

考研后期，司亚馨和很多考研
学生一样，每天都在教学楼走廊里
找个位置大声背书，“那个时候，
走廊就是我们考研学生的江湖。我
当时喜欢背书背烦了找人唠唠嗑
再回来继续背。”

一到晚上司亚馨还会和几个
同学跑去教室，在黑板上默写背
诵。

频繁去教学楼看书也让她们
收获了保安大叔的关心，“每次晚
上十点多从楼上下来就会发现我
们几个的车子被保安大叔放在了
一起。后来才知道为了让我们早点
回去，他早就记住了我们的自行
车，放在一起就不用我们摸黑找
了。”

“在 38 度水泥地行走的感觉
应该只有考研学生体会得最深刻
了。”汤艳妮介绍，大部分同学暑
假在教室自习的时候就用面包牛
奶解决中午一餐，而她也是这样。

成功考取了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的
她可以说是一进大学就决定了要考
研。考研期间，汤艳妮每天早上六点
多出门，晚上近十一点才回到宿舍。

放松 注意劳逸结合稳定心态
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好的学习方法能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考研成功的学霸们也往往
都有自己的“武林秘籍”。潘晨为了
考取研究生，不得不暂时放弃陪伴
了自己十五年的古典舞。潘晨说：
“从小我就学了古典舞，还曾担任过
院舞蹈队的队长。因为考研需要很
多时间，所以我不得不忍痛割爱暂
时放弃了舞蹈。”正是这份割舍，让
潘晨在考研大军中脱颖而出被安徽
大学录取。

住在 7A613 的季云云和司亚馨
是一对考研拍档，同在学校自习室
的两人一起学习、一起谈论题目，也
一起放松。考研的过程中难免有情
绪和压力，如何缓解呢？她们的回答
就是四个字：劳逸结合。司亚馨回
忆，自己和季云云平常在自习室很
认真，一起走去吃饭的路上都会谈
论数学题目，但两人并不是 “死读
书”，“暑假的一天我们都学累了，
来了个说走就走的旅行———跑回宿
舍休息了一下午。”

被室友称为“学霸”的潘晨的
回答也是看剧。《釜山行》、《你的名
字》 就是那个时候她为了缓解压力
而看的。“我不喜欢学不下去的时候
还逼着自己学，考研想要坚持下去
还是要劳逸结合，稳定自己的心
态。” 安徽商报

三连号女寝室考研全成功
安庆师范大学 12朵金花获赞

如今，高考已进入阅卷阶段。
全省 200多万份答卷，如何妥善、
及时地完成“巨量”答卷的评阅？
如何确保每一道题的评分公正？6
月 14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新
闻媒体一起走进“神秘”高考阅卷
现场，一探究竟。

预计23日划定各批次分数线
网上评卷，是普通高校招生考

试五大关键环节之一。今年承担网
上评卷任务的，仍为省教育招生考
试院、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安
徽农业大学和安徽建筑大学。

其中，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承担
整个评卷工作的组织管理、统筹协
调以及答题卡扫描、客观题的评阅
和统分合成任务。

四所高校分别承担各科非选
择题的评阅，其中安徽大学承担语
文、安徽师范大学承担文综和理
综、安徽农业大学承担英语、安徽
建筑大学承担数学的评卷任务。

“目前，整个评卷工作进展顺
利，省考试院的答题卡扫描按照
预定计划已经全部结束，12 日至
20 日为正式评卷阶段，20—22
日为统分合成阶段。”省考试院
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当前，各评卷点的主观题评
阅按照预定计划在紧张有序进
行。根据时间表，安徽省计划 23
日上午召开招委会，划定各批次
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随后公
布。

指挥“大脑”无死角监控阅
卷点

在省考试院二楼指挥中心，有
一面视频监控墙，在高考期间，360
度无死角监控着全省 1.4 万个考
场。如今，它又在紧张地监控着各
个阅卷点的现场情况。

“这里实时显示着安大、安
农大、安徽建筑大学和安徽师范
大学的阅卷现场，老师们每个动
作都能看得清。”省教育厅相关
负责人介绍，通过省考试院指挥
中心的“指挥大脑”就能瞅见所
有阅卷点的实时情况。

每一个视频监控画面信息
显示得都非常清晰，阅卷教师的
动作都能看清楚，而且都具体标
明是哪一处阅卷点。

作为今年的 5 大阅卷点之
一，安徽师范大学远离合肥。在
省考试院二楼指挥中心，指挥
“大脑”与安徽师范大学高考网
上评卷指挥中心现场互动，了解
实施情况。安徽师范大学承担文
综和理综的评卷任务。

为保密，手机等一律不准带
入阅卷教室

那么，最真实的高考阅卷现
场是怎么样的？随后，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以及新闻媒体一起来
到高考语文阅卷点———安徽大

学。
整个阅卷点戒备森严，必须佩

戴证件方可进入。教室内，评卷教
师一字排开，端坐在电脑前评分，
互相之间并无半点交流，阅卷教室
内除了键盘声再无任何杂音。

安徽大学阅卷点的负责人介
绍，为了保密，手机、照相机、电脑
一概不得带入密封的阅卷教室。

记者走到一位评卷教师的电
脑屏幕前，只能看见一道语文简答
题的扫描图像，并不能看见学生的
相关信息，打完分后评卷老师会将
得分提交到阅卷系统中。

每道题至少两位老师同时评阅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安徽省高考评卷工作
共遴选评卷教师 2630 人，分别来
自高校和各地示范高中，其中，高
中教师约占评卷教师总量的 45%。

为保证阅卷质量，我省非选择
题部分一直严格执行 “三评制”。
即每个考生的每道答题信息首先
由两名教师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
给分，如果所给分数的差值小于规
定的误差值，系统自动取两人的平
均分作为最终得分。如果所给分数
的差值超出规定的误差值，评卷系
统则将该题答题信息随机分发给
第三个评卷教师进行评阅。

三评之后，系统再次进行校
验，如果分差仍然大于规定阈值，
系统再将该考生的答题信息分发
给学科组长，由学科组长进行最终
裁定。

在评阅过程中，各学科题组
长、各评卷小组组长及评卷复查组
随时对所评试卷进行复查，强化评
卷复核和抽查工作；评卷系统还会
对每位老师的评卷情况进行汇总分
析，以便随时掌握每位老师的评卷
情况，对评分标准把握不到位的评
卷老师，将立即停止其工作。

同时，各评卷点对评卷过程中
发现的问题卷 （包括异常卷和雷同
卷）进行及时处理，本着对考生负责
任的态度，最大化维护考生利益。

吃透试题和参考答案 才能制
定评分细则

因为主观性比较强，很多人都
关心语文试卷的评阅。吃透试题和
参考答案，是制定评分细则的前提，
语文学科组相关负责人介绍，学科
组先成立专家组，抽调高水平专家
组成一个专家队伍，在吃透试卷和
命题意图基础上，大量浏览今年安
徽省考生答题情况，最终制定出科
学性、操作性紧密结合的评分细则。

为确保评卷质量，语文作文和
主观性强的题目全部抽调教学经
验丰富的教师承担。而在评卷后
期，语文学科组还将再次复核高分
作文和低分作文，并抽查其他成绩
段的作文，切实维护考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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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神秘高考阅卷现场
每道题至少两位老师同时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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