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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印发方案全面规划和部署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

确保环境监测数据真实可靠
本报记者 曹红艳

“到 2020 年，全国生态环境监测网
络基本实现环境质量、重点污染源、生态
状况监测全覆盖，各级各类监测数据系
统互联共享，监测预报预警、信息化能力
和保障水平明显提升，监测与监管协同
联动，初步建成陆海统筹、天地一体、上
下 协 同 、信 息 共 享 的 生 态 环 境 监 测 网
络。”这是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生
态 环 境 监 测 网 络 建 设 方 案》提 出 的 目
标。该《方案》分六部分二十条，对今后
一个时期我国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做
出了全面规划和部署。

统一信息发布

根据《方案》，到 2020 年，要全面做到
说清生态环境质量及变化趋势、说清污染
排放状况、说清潜在的生态环境风险，为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
力保障。统一生态环境监测规划布局、标
准规范与信息发布是当前要务。

到目前为止，我国环境监测开展了
近 40 年，环境污染靠“眼睛看、鼻子闻、
耳朵听”的窘境早已改观，生态环境监
测网络的建设及各类监测信息的发布也

已较为完善。
据环保部环境监测司司长罗毅介绍，

当前，全国环保系统按照空气质量新标准
建成了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空气质量监测
网，所有地级以上城市都按照新的空气质
量标准开展了包括 PM2.5 在内的 6 项主要
空气污染物监测，并实时发布监测信息。
同时，水环境监测网络不断完善，县域生
态环境质量监测取得重大进展，完成了土
壤环境背景值调查和土壤环境质量专项
调查，空气质量预报预警和颗粒物源解析
工作全面开展。

国务院水利、国土、海洋、农业、气象、
林业等部门也根据管理需要建立了相应
的监测网络，开展了地表水、地下水、海
水、土壤、生态等领域的监测。

据环保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生态
环境监测事业发展还存在网络范围和要
素覆盖不全，建设规划、标准规范与信息
发布不统一，信息化水平和共享程度不
高，监测与监管结合不紧密，监测数据质
量有待提高等突出问题，影响了监测的科
学性、权威性和政府的公信力。

《方案》提出，将“构建生态环境监测
大数据平台”、“建立天地一体化的生态遥

感监测系统”、“建立生态环境监测数据集
成共享机制”、“依法建立统一的生态环境
监测信息发布机制”等。业内专家认为，
这些规定为解决有关部门之间、地方之间
以及地方与中央之间监测数据集成联网
与共享不足，环境监测信息发布渠道不统
一等问题提供了条件。

突出监测与监管执法联动

生态环境监测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基
础。按照《方案》，坚持全面设点、全国联
网、自动预警、依法追责，形成政府主导、
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公众监督的生态环
境监测新格局。其中，突出生态环境监测
与监管执法联动是一项重要部署。

环保部有关负责人认为，《方案》提出
的“利用生态环境监测结果考核问责政府
环保责任落实情况，依托重点排污单位污
染源监测建立监测与执法相结合的快速
响应体系，实现监测与监管有效联动”，针
对的就是当前监测与监管结合不紧密、对
追究各级政府和企业相关生态环境保护
责任支撑不足的问题。

“监测和监管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

要支撑和手段。”针对人为干扰采样装
置，随意篡改监测数据；擅自修改自动监
测设备设置，干扰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
行等环境监测数据造假现象，《方案》提
出，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大监测质量
核查巡查力度，严肃查处故意违反环境
监测技术规范，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行
为。党政领导干部指使篡改、伪造监测
数据的，按照《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
害 责 任 追 究 办 法（试 行）》等 规 定 严 肃
处理。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以来，环保部一
直在积极推动监测事权上收工作，国家环
境监测网络运行机制改革已取得实质性
进展。业内人士表示，环境监测事权的上
收，有利于避免个别地方政府受考核评比
等行政干扰对监测数据进行造假，保障环
境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全局性，增强监测
数据的科学性、权威性。

据介绍，按照《方案》要求，环保部将
出台环境监测条例、国家环境质量监测网
络管理办法、国家环境监测信息发布管理
规定等法规制度，使各项改革举措固化为
法律和制度规定，使改革工作有法可依，
扎实推进。

夜袭阳明堡战斗模范连：

创造步兵击毁飞机的战斗范例
本报记者 姜天骄

南京军区第 31 集团军某团二营四连
作为一支诞生于黄麻起义、与人民军队同
岁的英雄连队，虽然番号经过多次变更，
但“听党话跟党走、攻必克战必胜”的连魂
始终传承，他们先后参加过夜袭阳明堡、
决战孟良崮等 100 余次战斗，7 次被授予
荣誉称号。

夜袭阳明堡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破袭
战斗战例。四连的前身——八路军 129
师 769 团十连趁着夜色，秘密潜入日军机
场，一举击毁敌机 24 架，重创了日军在晋
北战场上的空中突击力量，创造了步兵击
毁飞机的战斗范例。

1937 年 10 月上旬，日军从晋东、晋
北两路钳击太原，形势十分危急。10 月
10 日，已经进至山西太原的 129 师先头

部队 769 团奉命从原平东北侧击从雁门
关向忻口进逼的日军。

10 月 16 日，769 团到达滹沱河南岸
的苏龙口、刘家庄地区，并在这个地区进
行游击活动。南边忻口方面炮声隆隆，
日军的飞机从战士们头顶飞过。经过询
问老乡和反复侦察，团里查明阳明堡西
南约 3 公里处有一个日军飞机场，敌机
由滹沱河西岸起飞，不断轰炸、侦察忻口
和太原。

10 月 18 日，陈锡联团长和 3 位营长
化装成老百姓，带着电台，到机场附近了
解敌情。通过望远镜观察和向老乡了解，
得知日军的飞机场在距阳明堡不远的班
政铺和小茹解两个村庄之间，机场内共有
24 架飞机，白天分 3 批轮番出动轰炸，晚

上停在机场内。日军香月师团一个联队
大部驻在阳明堡街里，飞机场里只有一股
守卫部队，防备较为疏忽。

团领导分析敌情后，决定部队于夜间
出动，袭击机场。团部命令三营为突击
营，负责袭击机场。

10 月 19 日夜，各部进入预定阵地。
第三营营长赵崇德决定除留下警戒和预
备队外，以第十连和第十一连两个步兵连
队组成突击队，当地老百姓扎起几十副担
架，也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进入机场后，十连立即兵分数路逼近
机群，一个小分队到达距飞机约 30 米时，
突然与日军哨兵遭遇，双方几乎同时开
火。十连沉着应战，在连长杨万兴的带领
下，按预定作战方案，向日军展开猛烈的

火力突击。
“向飞机肚里甩手榴弹！”赵崇德营

长高喊道，官兵们纷纷集中炸药和集束
手榴弹往日军飞机上扔。伴随着剧烈
的爆炸声，飞机燃起大火，火势乘风蔓
延，滚滚浓烟弥漫整个机场。睡在机舱
中的日军值班飞行员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炸了。此时，日军守备部队闻讯冲
出来发起疯狂反扑，敌我双方在机群之
间展开白刃肉搏。由于当时八路军部
队刺刀很少，许多战士只能用枪托和敌
人拼杀。

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769 团以伤亡
30 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军 100 余人，摧毁
敌机 24架。

此次战斗是继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
击战切断日军交通运输线之后我军取得
的又一次重大胜利，一时间成为中外媒体
的头条，并将 769 团誉为“抗战四大名团”
之一。战后，由于官兵在战斗中表现英
勇，十连被八路军 129 师授予“战斗模范
连”荣誉称号。

8 月初的午后，拉萨老城
区拉让宁巴大院，阳光明亮。
家住三楼的“老拉萨”普布正忙
着洗洗涮涮。3 年前，大院里
只有一口公用水井，老城改造
后，家家户户通了自来水，生活
方便了很多。

普布所居住的拉让宁巴大
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原为藏文创制者吞弥·桑布扎
的府邸，此后分别住过宗喀巴
大师、五世达赖喇嘛等宗教名
人。像这样的古建大院，拉萨
老城区有近 60座。

“拉萨老城区保存着大量
珍贵文物及历史建筑，具有非
常高的历史、艺术、科学研究价
值，值得我们永久保护。”拉萨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次达
表示，由于老城区内大部分建
筑历史久远，宗教和商贸活动
频繁，人流、物流急剧增加等，
市政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他举
例说，由于给水系统不完善、压
力不足，排水管道损坏堵塞严
重，污水外溢，污染了老城区的
环境，特别是供电线路设备超
负荷运行，电力线路老化、私拉
乱接现象比较普遍，存在安全
隐患，给老城区社会治理带来
巨大压力。因此，开展保护与
改造工作迫在眉睫。

拉萨老城区是以大昭寺、
八廓街历史街区为核心，包括林廓东路以西、朵森格路
以东、江苏路以北、林廓北路以南的区域，面积 1.33 平
方公里，含 3 个街道办事处、15 个社区居委会，常住人
口 8 万人。拉萨老城区保护工程于 2012 年 12 月 20 日
开工建设，2013年 6月 30日竣工。

如今，拉让宁巴大院中不再有蜘蛛网式的电线，旱
厕也变成了可以冲水的卫生间。“老城改造中，有一个
细节让人记忆犹新。给我们安装电取暖器时，用的是
软管包裹的明线，没有对古墙造成任何损坏，古城韵味
依旧。”普布告诉《经济日报》记者，自从大院里修了下
水道，居民们不再乱泼污水，这让担任大院组长、经常
处理邻里矛盾的她松了一口气。“现在，我每月有 900
元的组长工资，在八廓商场摊位的租金收入 1000 元，
再加上 700 元商场租金补助，我每个月能赚到 2600
元，家里的生活更好了。”普布笑着说。

在根布夏大院，记者见到尼玛时，她正在给上四年
级的女儿温习功课。今年 37 岁的尼玛从小就生活在
八廓街，对老城区的大街小巷十分熟悉。她告诉记者，
老城区改造过程中，安装了极具藏族特色的路灯，晚上
的街道更亮了，让她感觉晚上出行更安全方便了。“这
次改造和保护，丢掉了老城区的‘脏乱差’，留住了拉萨
极具千年古城韵味的文化，比如老宅子、转经筒、经幡、
百年古树，以及传统的藏餐馆和售卖传统手工制作的
藏装、藏帽商铺等。”她说。

拉萨老城区的改造和保护，不但是一项重大而深
远的民心工程、幸福工程，也是一项致富工程。借助老
城区改造后的居民楼，八廓街社区“双联户”代表强丹，
组织 13 个联户单位的 99 户居民，开办了拉萨市城关
区第一个“双联户”增收点——“老巷丰富藏餐馆”。开
业以来，平均日营业额为 6000 元至 7000 元，提高了
联户家庭的收入，年底每户还根据餐馆当年的收益得
到分红。

“保护好我们祖先留下的古建文物，是老城区居
民的共同心愿。拉萨老城区的保护和改造，既让‘旧
城’换了新颜，又使千年古城拉萨韵味依旧，成为我
们共同珍爱的家园。”老城居民平措卓嘎说。

拉萨老城换新颜

本报记者

温济聪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
哪儿去了⋯⋯”这首歌一响起，抗战小英雄
王二小的名字便会立刻出现在许多听众的
脑海里。

放牛的孩子去了哪里？歌词将答案娓
娓道来：一天早上，敌人向一条山沟扫荡，快
要走到山口时，敌人迷失了方向，抓住了二
小要他带路。二小“顺从”地走在前面，把敌
人带进了我们的埋伏圈⋯⋯

当学唱的孩子们为日兵陷入埋伏的胜
利连连叫好之时，歌曲的情绪却陡然一转，
揭示了小英雄悲壮的结局。敌人把二小挑
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上面，13 岁的王二小
英勇地牺牲在山间。不管是否曾经历过那

个时代，清新而又悲伤的旋律，总是一遍又
一遍地感动着每个时代的听众，寄托着人们
对抗日小英雄的哀思。

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有
着无数像王二小一样的“娃娃兵”。他们有
的像送鸡毛信的海娃一样扛着红缨枪，有的
像小兵张嘎一样点了敌人的炮楼，还有的年
纪轻轻就当上了儿童团长，上阵杀敌⋯⋯

1942 年，在晋察冀边区工作的诗人方
冰，听闻了许多儿童英雄可歌可泣的故事，
写下了诗篇《歌唱二小放牛郎》，并由劫夫谱
曲。一首童谣背后，融合了许多真实的英雄
事迹。很快，《晋察冀日报》刊登了这首歌
曲，感人的旋律便迅速流传开来。

抗战胜利后，王二小的故事被编入小学
语文课本、写成小说、拍成影视作品、制作成
连环画⋯⋯王二小成了家喻户晓的小英雄，
永存于人们的记忆中。

“卢沟桥畔起硝烟，九州奋勇战开
端。正面阻击消耗战，敌后前进挑重
担。八年烽火拼搏艰，驱逐日寇万众
欢⋯⋯”这是第二炮兵原科技部副部
长、94 岁高龄的抗战老兵袁剑曾写的
诗句。

1940 年初，年仅 19 岁的他，从延
安抗日军政大学参谋训练队毕业，被
分配到了八路军 120 师第一独立旅司
令部任作训科参谋，很快就参加到了
残酷的反“扫荡”战斗中。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是保卫陕甘
宁边区的前卫阵地，也是华北日寇的
心腹之患，敌人急于铲除剿灭。”端坐
在北京第二炮兵某干休所家中的袁剑
回忆起那段难忘的抗战岁月，神情激
动、一脸严峻。

这年 6 月上旬，日军大举进犯山
西临县。独立旅所属两个团在临县以
南与日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
但日军不断紧逼，占领了临县县城。

为保存实力，驻扎在临县上西坡
的独立旅机关，被迫准备向北转移。
旅参谋长谷志标命令袁剑带领骑兵连
的一个排，将日军引开，为机关转移争
取时间。

第一次带领部队与敌人面对面战
斗，袁剑感到肩上担子很重。受领命
令后，他沉着冷静，将骑兵布置在临县
开花村背后的一个山腰上，指挥战士
们快速构筑好掩体，隐蔽在此伏击敌
人，诱使敌军向旅机关撤退的相反方
向进攻。

眼见着敌人越走越近，已经进入
了伏击圈。袁剑一声令下，一时间枪
声大作，子弹像雨点一样射向敌人。

敌人一时间不知所措，有的被击
伤击毙，有的仓促还击。过了好一会
才反应过来，展开战斗队形反扑，可在
战士们更猛烈的还击下，很快就停止
了进攻，等待增援。

趁这个空隙，袁剑又迅速指挥骑
兵排，撤退到一个山谷中，在一处山坡
上再次布好阻击阵形等待敌人。

敌人尾随其后，但又害怕中埋伏，
跟进的速度很慢，直到下午四点多钟，
敌军的先头分队才进入了阻击圈。

袁剑命令大家一齐开火，敌人又
一次被打得晕头转向，乱了方寸。敌
人稳住阵脚，才开始还击。但迫于沟
壑地形，无法展开大部队进攻。

这时已到了黄昏，旅机关顺利撤
退到了安全地带。见圆满完成了任
务，袁剑带领大家迅速撤出了战斗。
回到旅部新驻地，旅领导和同志们都
称 赞 他 战 斗 指 挥 得 当 、完 成 任 务
出色。

这一次战斗，让袁剑经受了实战
锻炼，指挥才能得到了部队领导的认
可。后来，在一次次的反“扫荡”战斗
中，他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来，袁剑还参加了百团大战，与
战友们一起毙伤日伪军 700 多人，破
坏公路、铁路等 50 多里。在参加对日
伪军占据的文水解放战斗中，他带人
与友邻部队一起，击毙敌伪军 150 余
人，俘敌 600余人，缴获了大量的物资
弹药。

在硝烟战火的洗礼中，袁剑从一
名年轻的抗大学员，成长为了一名优
秀的战斗员、指挥员。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团参谋长、
团长、副师长、第二炮兵科技部副部长
等职，参加了抗美援朝等。

文/张选杰 李兵峰 孙现富

（新华社北京 8月 12日电）

《歌唱二小放牛郎》：

永 远 鲜 活 的 小 英 雄
本报记者 李 哲

老兵袁剑：

反“扫荡”战火洗礼中成长

8 月 12 日，北京市丰台区南苑街道 80 多岁的抗战老兵刘汉杰跟街坊邻居讲述当年的抗

战故事。抗日战争时期，刘汉杰的父亲是八路军战士，受父亲影响，当时只有十几岁的他成

为地下秘密交通站的交通员，经常去河北保定市和地下党员接头，为八路军传口信、送密件，

搜集盐、火柴、药品等紧缺物资送到解放区。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本报讯 记者文晶报道：“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启
动以来，安徽六安市突出问题导向，把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贯穿专题教育全过程，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学深、悟
透、践行“三严三实”，坚持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改,带
着责任学、联系工作改,带着感情学、联系思想改,深入
查摆、切实整改“不严不实”突出问题，推进专题教育不
断深化。

六安市委高度重视专题党课，在专题党课报告会
前，先后召开不同层次的座谈会 3 场，发放调查问卷
1200 余份，深入查找了党员干部在忠诚、干净、担当等
方面存在的 24 项具体问题，明确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
和要求。

六安市组织党员领导干部采取集体学习和个人自
学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正反两方面典型学习反思，认真
检查个人思想境界、素质能力等方面存在的差距和不
足。所有县处级领导干部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整改落实后续工作，认真制定“不严不实”突出问
题整改清单，把查摆出的问题目标化、项目化、责任化，
逐一制定整改落实的“时间表”“路线图”，真正做到定
一项改一项、改一项成一项。截至目前，全市 10 个县
区、80 个市直部门单位党委（党组）班子成员初步查摆
出“不严不实”问题 1210 个，已整改或正在进行整改的
问题 1050个。

六安市还印发通知，要求每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
部(含非领导职务干部)深入联系点,按照“五带五找”
要求（带着感情找问题、带着诚意找问题、带着勇气找
问题、带着功夫找问题、带着责任找问题），及时查找并
解决基层群众最关心、最关注的问题。今年 5 月以来，
各单位列出问题整改台账，重点解决了群众反映突出
的征地拆迁、土地流转、医疗保障、危房改造等方面问
题 1280多个。

安徽六安：

带着问题学 联系实际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