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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与民众无关？大谬不然！

!

方 工

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 ! 反

腐败是执政者的事 ! 与民众无

关 " 这种观点完全错误 " 经过

党和国家强力反腐 ! 一批贪腐

的 #老虎 $ #苍蝇 $ 被查处 !

腐败分子的龌龊肮脏也得以被

揭露 % 事实可以让人看清 ! 腐

败行为不仅像疾病一样损害着

执政者肌体 ! 影响着党和政府

的先进性 & 公信度和感召力 !

同时 ! 更直接或间接给民众利

益造成严重损害 " 所以 ! 反腐

败斗争与民众利益息息相关 !

从根本上说 ! 反腐败是民众自

身的需要 " 执政者主导的反腐

败斗争 ! 正是实现民利 & 顺应

民意的行动 ! 只有为了民众利

益才有意义 ! 只有得到民众支

持才能成功" 而为了自身利益!

民众不能置身事外& 袖手旁观"

执政者是社会的服务者 !

唯一的执政宗旨就是实现民众

利益 " 官员腐败 ! 就是滥用人

民赋予的权力谋取私利 ! 必然

导致社会贪官横行& 道德扭曲&

风尚败坏 & 法纪失效 & 公正遭

弃 & 官民对立 & 军无斗志 & 秩

序混乱 & 恶人得利等乱象横生

危机四起 ! 给民众利益造成的

损害是多方面的"

官员腐败 ! 一定会利用权

力千方百计维护既得利益 ! 不

仅会散布腐败是市场经济的润

滑剂等有利于贪腐活动的歪理!

为腐败推波助澜 ! 还会阻挠

'依法治国$ 建设法治国家以监

督和制约权力的进程 ! 为此一

定会肆意打压和剥夺百姓的知

情权 & 表达权 & 选择权和监督

权等各合法权利 " 良法善治不

能顺利实施 ! 民众就没有安全

和稳定的生活"

官员腐败 ! 就不可能落实

选人用人的民主化 & 制度化 !

于是投机钻营 & 买官卖官就会

成为常态 ! 必然会使腐败分子

因此得势得利 ! 而德才兼备一

心为民的官员则难以立足 " 当

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显现 ! 贪

官数量就会越多 ! 对民众有利

的政策就越难以落实 " 在官员

丧失为民众服务的追求和行动!

为民政策失效的条件下 ! 民众

就不可能得到良好的服务"

官员腐败! 官德就会沦丧!

官员就不会认同更不会落实执

政宗旨和执政伦理 ! 必然言善

而行恶 ! 败坏党风政风社会风

尚 ! 使诚信成为稀缺资源 ! 给

社会环境造成损害 ! 干扰和妨

害国家走正道直道 ! 阻碍和破

坏社会的发展进步 " 在风尚败

坏 ! 公共道德成为稀有资源的

社会中 ! 民众不可能有真正的

幸福"

官员腐败 ! 就会把民众缴

纳的税款 ! 滥用于满足少数人

特权 & 福利的需要 ! 甚至被腐

败分子直接装入私囊 ! 由此还

会造成党群矛盾& 官民矛盾!为

了维稳!又需增加公务人员和经

费! 更加造成执政成本高企"执

政成本增加! 必然与民争利!不

仅要挤占用于民生的宝贵资金!

还会增税加费! 推高民众负累"

民众生活负担加重!无法享受应

有的生活质量"

官员腐败!就会热衷于利益

输送!扶持肯于行贿的企业或个

人 !于是 !那些以损人利己为手

段!靠高污染&高耗能&质次价高

而生产销售产品!赚取不义之财

的企业或商家就会通过不正当

竞争 !获得高额利润 !占据市场

中有利地位!从而使市场经济秩

序遭到破坏"在市场经济不能健

康发展的社会!民众不可能享有

良好的生存条件"

官员腐败!就会干扰妨害公

正地司法 !造成司法腐败 !使社

会公正的最后防线失守"于是冤

案会频出!使宪法和法律丧失权

威和效力! 社会陷入混乱无序!

民众人权与各项合法利益不能

得到公正有效的保障"在法律失

效 !公正丧失的社会里 !民众没

有自由和尊严"

官员腐败!会污染和毒化人

民的军队 " 一旦军队被腐败污

染! 军官职位就要靠金钱关系&

裙带关系&人情关系等获得和维

持! 那么必然造成官兵对立&士

气低落 &军纪涣散 !削弱和毁灭

军队的战斗力 ! 使得国家有战

事 !无法抵御外辱 "国家军队如

此!民众不可能在国家安全得到

可靠保障的条件下安全地生活"

腐败是民众的大敌&社会的

公害"事实说明!腐败横行无忌!

民众利益绝不可能得到实现和

维护!所以反腐败斗争归根结底

对民众有利(而对腐败深恶痛绝

的民心所向!也正是反腐败斗争

持久可靠的动力来源%身为国家

的主人和自由幸福生活的追求

者!民众应该认识到反腐败对实

现自身利益的巨大意义! 支持&

参与和监督反腐败斗争!充分发

挥积极性 &主动性 %这样才会形

成执政者与民众反腐败斗争的

共同合力!推动对腐败现象的标

本兼治!达到把权力关在制度的

笼子里&使权力规规矩矩为民所

用的目标%

专家视点
ZHUANJIASHIDIAN

“违纪没人管”是腐败前奏
!

武西奇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有言论认为反腐败就是查办大案要案!领

导干部只要不违法!违反纪律就是"小节#!就不会有人管$不会被追

究%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市委书记王可日前在接受采访时公开批

评了这种错误认识)据
!

月
"#

日中国新闻网*%

正是在&违反纪律是'小节()这种错误思想的引导下!一些干部

总以为拿一点$吃一点$喝一点不是大事!违规使用公车$超标进行接

待$偶尔发点福利都是小节%即使被当地党委纪委抓了个现行!也不

至于撕破脸皮去上纲上线处理%结果!有的干部就像温水中的青蛙!

在浑然不觉中滑向了违法犯罪的深渊%

不必讳言!现实中之所以存在&违纪没人管)现象!与部分地方党

委纪委忽视日常监督执纪脱不了干系%有的碍于情面拉不下脸!有的

怕得罪人狠不下心!有的迫于压力硬不起来%坐视廉洁自律底线被突

破!听任政治纪律红线被虚置!那干部&前腐后继)也就见怪不怪了%

其实!反腐的目的不是要查办多少大案要案%&打虎拍蝇)只是反

腐肃贪的治标之举!让干部自觉把&讲纪律$守规矩)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才是反腐的终极目标和最佳状态%

严是爱!宽是害%遏制腐败增量!就得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避

免干部从违纪走向违法!从而减少腐败&出生率)%用严格的纪律约束

干部行为!对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做到抓早抓小并及时处

置%一方面!各级党委和纪委务必种好各自的&责任田)!以零容忍态

度加强对干部工作圈$生活圈$社交圈的全天候监督*另一方面!问责

板子必须要高高举起狠狠拍下!既打小错不断的违规者!也打两个责

任落实不力的监督人%始终保持严查严打高压态势!还有干部敢拿纪

律规矩不当一回事吗+

“四川省重庆市”
该改的不仅是几个字

!

郭元鹏

更换港澳通行证原本是小事

一桩!可广州户籍!出生在重庆的

$#

后"

%#

后"

&#

后"

!#

后甚至
'$

前的人们都会遭遇办证难题#前

日!因户口簿上注明$四川省重庆

市%!曾先生)化名*遭遇了出生在

重庆还是四川的难题# 如果选择

出生地重庆!就要回户籍地!重新

修改户籍资料#无奈之下!曾先生

只好把通行证出生地改为四川

省!这才顺利换证)据
!

月
"(

日

+广州日报,*#

按照更换港澳通行证的规

定!$出生地不符%是不能办理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 有关部门严格

执行规定是没有错的#但是!仅仅

因为$四川省重庆市%几个字就遭

遇办证苦恼! 这背后暴露出了一

系列的问题#

首先!教条服务害死人#虽然

出生地上写着 $四川省重庆市%!

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谁不知道

这个出生地的信息其实就是现在

的直辖市重庆市&那么!为何填写

重庆市就要遇到麻烦! 填写四川

省却能通过& 这教条的管理模式

和服务害死人'

其次!管理粗放害死人'

)''&

年重庆升级为直辖市! 在此之前

重庆属于四川省 ! 因此很多在

*''&

年之前出生的人!户口簿上

的出生地都是 $四川省重庆市%'

那么! 对于重庆市的户籍部门来

说! 为何这么多年不及时对户籍

信息进行修改& 不就是在电脑上

去掉四川省几个字吗& 这实际上

就是管理的粗放'

最后!信息壁垒害死人'在这

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办理

港澳通行证的人填写的是重庆

市! 就需要回到出生地派出所去

修改资料'在这个信息时代!在这

个互联网时代! 修改几个汉字为

何非要逼着市民长途跋涉& 单位

与单位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信

息壁垒何时才能打破&

$四川省重庆市%的错误是个

旧账! 但是这个旧账不能算到百

姓头上'如果需要修改!那也是有

关部门的事情'

有一些检查叫“走后就发生事故”
!

王传涛

!

月
""

日
"+

时
$%

分 !山

东省淄博市桓台县润兴科技化

工有限公司发生一起分离器着

火爆炸事故%来自淄博市官方微

博的消息称!截至
"(

日
*

时
$#

分!明火已经扑灭%桓台县政府

新闻办介绍!事故共造成
*

死
'

伤!其中死者是在清理现场时发

现的!系工厂职工%具有讽刺意

味的是! 在天津港爆炸事件之

后!全国各地均开展了安全生产

大检查! 淄博也不例外%

!

月
*$

日!淄博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

了,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深

化"打非治违)和专项整治工作

方案-的红头文件)据
!

月
",

日

+第一财经日报,*%

天津港爆炸火灾事件之后!

许多人预料到了全国范围将开

展安全大检查之类的规定动作*

许多人也预料到了安全大检查

之后仍有可能发生安全事故%只

是!想到以上两点的人 !恐怕万

万也不会预料到!类似的化工厂

爆炸火灾事故! 会来得如此之

快!如此猝不及防%

淄博润兴科技化工有限公

司的着火爆炸事故!较之于天津

港爆炸火灾事故!无论在威力上

还是在受灾程度上都很难同日

而语!因此!当全国媒体与网友

的目光聚集在天津之时!淄博的

这起化工厂爆炸事故很难再有

强烈的反响%可是!小事故也是

事故%况且!这样两起事故!也有

着相同的桥段与情节...之前

都有过安全检查!包括被安全部

门约谈%

总有一种检查叫做"走后就

发生安全事故)* 总有一种安全

事故发生在"安全检查刚刚结束

之后)%于是!我们不得不反思!

这样的检查和约谈到底能够起

什么作用+我们又该如何从根本

上$在最大程度上防范此类事故

再次发生+

笔者认为!灾难后的安全检

查虽然也有必要开展!但要剔除

安全事故的隐患并形成真正的

警醒! 必须更加注重 "两头)工

作%一是!任何一个化工厂的设

立与选址!无论是安评!还是环

评! 无论是政府的安全监管!还

是对于企业自身的防范!都应该

走最严格的程序%要严格遵守安

全生产法以及,危险化学品经营

许可证管理办法-! 更要相关安

评和环评机构严格履职!在生产

经营过程中!还要加强对工作人

员的安全业务培训!真正做到把

事故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

二是! 一旦发生安全事故!

对于涉事企业相关负责人和地

方监管部门与分管领导!都要进

行最严厉的问责% 只有这样!才

能让那些存有侥幸心理的企业

主和地方政府加强戒备%

"#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

开会议!专题听取国务院工作组

关于天津港特别重大火灾爆炸

事故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情况

汇报!会议强调!不论涉及谁都

要一查到底! 依法依规严肃追

责!对涉及玩忽职守$失职渎职$

违法违规的决不姑息!给社会一

个负责任的交代% 在此之前!习

近平总书记批示!"坚决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制!切实做到党政同

责)%应该说!这体现了党中央对

于整饬安全生产问题的态度和

决心%

事前强化程序正义以预防!

事后强化问责和党政同责!才能

最大程度上避免再一次发生类

似的事故%因此!希望淄博爆炸

事故后同样能有严厉的问责和

最真实的调查!同样能给社会一

个负责任的$经得起历史和人民

检验的结论%

高价月饼“复出”考验反腐耐力
!

罗志华

临近中秋! 中央纪委监察

部网站$ 新华社记者随机走访

了北京$广东$福建等地的部分

高档酒店$商场!发现奢华高价

月饼有"死灰复燃)之势%一些

商家又打着 "高端定制)"尊贵

气息)等幌子推销高价月饼)据

!

月
"(

日+南方都市报,*%

有什么样的需求! 就有什

么样的供给% 高价月饼消失几

年后!如今"死灰复燃)!假如不

是商家进行试探性生产! 就是

社会需求激发了供给% 但不管

是哪种情况! 都指向同一种心

理!即一定会有人想!也许反腐

和反"四风)就是一阵风!此次

如此强劲地刮了几年! 也应该

歇歇了%

月饼历来承载着文化!不

仅体现民俗民风! 也显示官场

习气%有什么样的官场文化!就

会有什么样的月饼! 当月朗风

清$ 官风淳正时! 月饼就是月

饼!是可以拿来吃的食品*当官

场风气普遍不正$ 请客送礼之

风盛行时! 月饼就不仅仅是月

饼!而是一种送礼工具!月饼带

着名茶名酒! 甚至带着金条银

锭!就不足为奇%

月饼也可当作一项反腐指

标! 用来检验反腐的成效$ 校

正反腐的方向% 当市面上的月

饼包装朴实时! 反腐的效果显

现! 而高价月饼普遍! 则说明

反腐的形势严峻% 此次高价月

饼再现 ! 虽不占数量上的优

势 ! 还不能说明腐败卷土重

来! 但从中也可以窥见 "投石

问路) 的思想! 说明有人想看

看反腐部门对此有何反应! 若

冒头就打! 则势必就此收手!

若不闻不问! 想必会越做越大%

可见! 此次高价月饼 "复

出)! 对反腐工作是一次提醒%

在过去! 反腐有时的确是一阵

风! 以至于在社会上形成了惯

性思维! 认为此次也是如此%

应该承认! 这样的想法存在一

定的道理! 若把反腐搞成一场

运动! 则再长的运动也有结束

的时候% 这说明! 反腐要有爆

发力 ! 但更要有耐力 ! 唯有

"两力) 结合! 方能形成持久

而强大的威慑力%

同时! 反腐从严苛走向平

常! 有两个不同的归宿! 一个

是一阵风已过! 反腐的力度锐

减* 另一个恰恰相反! 反腐与

日常生活紧密结合! 反而不再

需要特殊手段来强调% 比如在

反腐的力度拉升时! 为了体现

决心! 则可逢节假日下达通知

来提升反腐效果! 但当反腐已

深入人心时! 就会通过制度反

腐$ 依法反腐来持续推进这项

工作 ! 反而不必事先打招呼

了%

因此! 此次一定有人误判

了形势! 高价月饼 "复出) 由

中纪委网站和新华社记者披

露! 也说明一切尽在掌握中!

依法反腐已不必借用其他手

段! 不管在节日还是平时! 都

会保持一样的高压! 假如商家

对此出现误判 ! 生意难免亏

本! 若官员出现误判! 定会付

出代价%

发票“大有搞头”值得警醒
!

侯文学

"发票!再普通不过!在常人眼中不过是买卖商品时的收付凭证%

然而!对于河南省周口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朱家臣来说!发票

却'大有搞头(!是他索贿敛财的'利器(%)日前!河南省纪委官方微信

公众号"清风中原)首次披露了朱家臣贪污受贿案详情)据
!

月
"(

日

+中国青年报,*%

以报销发票敛财并不鲜见%然而!像朱家臣这样以"报销)发票为

主搞腐败的!尚属首例%而且!朱家臣"报销)发票竟然到了寡廉鲜耻$

无孔不入的程度%他"发票不离手)"人走到哪里!发票就报销到哪里)!

每当干部调整!他就以发短信$赋诗的方式"鼓励)基层干部!一见面就

掏出发票给对方要求报销! 以致让基层单位和基层干部苦不堪言!有

时不得不用自己的钱"报销)%在任周口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

年间!

他索要或收受他人贿赂超过
%&!

万元!其中通过"报销)发票向他人索

贿是主要形式!累计金额超过
,##

万元!约占犯罪金额的
%#-

%

以"报销)发票搞腐败!揭示了这样几个问题%首先!说明反腐败

斗争形势复杂$艰巨%贪官敛财的方式不仅仅限于贪污受贿!"报销)

发票等也是敛财的方式!而许多虚假的发票一旦进入财务账!要一张

一张调查核实!难度很大%其次!暴露了干部使用上的问题%按说!作

为政法委书记!不仅需要懂法!更需要做带头守法的模范%显然!在选

用政法委书记时!只考虑这是一个官职!未考虑政法委书记的特殊条

件与标准!这在用人上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再次!干部队伍中缺

乏敢于向腐败行为作斗争的勇气% 在朱家臣向基层干部派发发票的

过程中!只有一位县委书记"顶)了回去!

'+

多位干部屈服于他的位

高权重!尽管其中有的自掏腰包!但还是都给他"报销)了%

朱家臣以自己贪污受贿的腐败行为! 为自己编制了一曲发票变

钞票$钞票变传票的人生变奏曲%而这首变奏曲!也是对一些至今仍

"不收手)的官员们敲响的警钟%

“不打招呼直奔现场”应成常态
!

金海燕

从
!

月
"+

日至
'

月
,

日!北京市环保局$市政府督查室$交通

委$住建委$经信委等部门!成立
$

个市级督查组!开展联合督查%这

次督查!一律采取"不定时间$不定路线$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直接

执法$直接曝光)的方式!对各单位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据
!

月
"(

日中国经济网*%

其实!平时政府机构对各行业可能出现的违规行为!也在经常进

行督查%然而!在很多地方!这些督查的效果却并不理想!甚至有刚通

过安全检查的企业就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刚通过环评的企业就超标

排污!至于食品安全!更是成为群众担心的一大心病%究其原因当然

是多方面的!但很多督查没有做到"不打招呼直奔现场)!不能不说是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先打招呼!让企业把所有安全隐患能隐秘的

隐秘!能伪装的伪装!如此"先打招呼!后听汇报!临走时才到现场转

一转)的督查!自然很难取得监督检查的效果%因此!要让督查真正产

生效果!"不打招呼直奔现场)应当成为各种督查的常态!才有可能像

确保"两大活动)期间的北京蓝天白云一样!取得安全生产$环境保护

乃至食品安全的应有效果%

当然!让"不打招呼直奔现场)成为督查工作的常态!只是保证督

查能获得第一手真实情况!为后面的督查和处理!提供一个真实的基

础%要使每一次督查真正取得效果!在"不打招呼直奔现场)以后!还

需要进行周密的调查$认真的分析和严格的依法处理%但是!如果没

有"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的第一步!很多督查的效果!就有可能消解在

热情接待$全面汇报和弄虚作假的"临时补救措施)之中!成了一次次

走过场的"作秀)%

%&

.

部机关的规模 ! 比原先

的
/

部队机关小了许多! 人员

更是少了一多半! 但仍驻在
/

部队机关原来的大院! 因此无

论是办公用房还是家属宿舍都

比较宽松%

我家被安排到一幢军官公

寓楼的一层! 南房北房各一间!

有两家共用的厨房和卫生间 %

四月初了这里还没停暖气! 屋

子里面暖和得连毛衣也穿不住!

没见过暖气的小梅兴奋得不行!

一边搞卫生! 一边就想往那暖

气包上摸一把% 小娜也有样学

样儿! 却被烫得呜哇一声叫唤%

延娜就把女儿揽在身边! 安抚

几句! 教她说这叫暖气! 有了

暖气! 冷天就不用自己烧蜂窝

煤炉取暖了% 又对女儿讲了一

番暖气管道和锅炉房的道理 !

小娜听着似懂非懂! 小梅倒是

赞叹不已! 说还是城里人聪明

啊! 发明出这么多这么好的玩

意儿%

小梅把来到这里看作是进

了城了% 确实!这个以前的
/

部

队机关的大院!就像个规模不小

的城市!至少就楼房数量来说比

西北地区的普通县城里面还要

多!各类生活保障设施齐全%

我刚回到兰谷的当天晚上!

张金凯就跑来看我们了!还带着

他的夫人...他在大连找了一

位漂亮媳妇!是大连开北京的列

车上的乘务员!叫沈丽华!竟是

和延娜一个姓%延娜一见面就喜

欢上了这位漂亮聪慧的小妹妹!

称她华妹妹!丽华也亲切地称延

娜为延娜姐%

他夫妻俩也住一套像我们

这样的房子!我们是在
&(

号楼!

他们是
&$

号楼! 中间只隔一幢

楼!算是近邻%

两个女人在南屋说话!逗孩

子玩!我和张金凯到北屋闲聊%

从他那里我得知了
.

部的

现状! 包括人员情况! 现有的

技术人员状况! 任务性质等等%

我们同一批在
0

厂实习的六个

人! 冯兆锐$ 耿平山$ 杨士杰

随部队机关去
1

市了! 韩森和

他留在这面% 韩森现在当技术

室的副主任了! 这星期正在阵

地那面值班! 不然肯定也会过

来看望的% 他们是几天前得知

我要回来的消息! 可高兴了%

这里的工作任务不算重 !

随着
1

市那面新阵地的启用 !

产品大部分都转往新库了! 这

里只留有一小部分! 以及老旧

部件% 一年搞两次复检! 其他

时间就是对特装分队和保管队

的兵们搞些业务培训! 不像过

去那么忙活%

关于另建新阵地! 张金凯

说 ! 我们
/

部队先前的选址 !

最早都是由苏联专家参与了的!

所以虽然我们内部强调保密极

严! 但对于苏联这样目前已对

我们构成战略威胁的国家来说!

实际上已经不是秘密了% 所以

好几年前就开始重新选址建设!

新址一建好部队就搬过去了%

听了这些话! 我原本因为

回到了本职岗位而激起的热情!

仿佛被浇了一瓢冷水% 隐隐觉

得在政治信任度上! 还是被组

织上划在了另类! 处在核心圈

子之外%

第二天一大早!碰见了许秀

玉%原来她和韩森的家就在我家

后面的
&,

号楼% 她的模样变化

很大! 我一下子没认出她来!还

是她远远地先认出我来!尖叫了

一嗓子/"吴瀚0 你回来啦+ )

这嗓门我太熟悉了!于是半

带抱歉半是调侃地说/&哎哟!你

怎么发福成这样儿了+我都没看

出来% )

她哈哈一乐!说/&你啥眼神

儿啊!这是胖啊+ )

&是吗+ )我一愣!便也哈哈

大笑!问她已经几个月了%她说!

都八个月了!现在已经是半天上

班!半天在家休息了%

她又说/&我们家那口子到

工区去值班了!本来想着等他回

来!一起到你家去看望的%)我问

她怎么还自己干这活啊!也得找

个保姆啥的%她说她母亲在这面

帮忙呢!但这点小活还是自个儿

干了!&俩丫头一个四岁一个两

岁!就够她老人家忙活了%)我才

想起那年我离开这里时!许秀玉

也是已怀六甲!只是没想到中间

还有一个!这已是第三位了%

忍不住就又调侃她一句 /

&瞧瞧你们! 可真是革命成果丰

硕啊0 )

然后她又问我怎么样 % 我

说!就那样呗!有些情况你可能

也听说了%

&是!我知道%你咋就那么倒

霉呢% 可是离太远!我们也帮不

上你们什么忙% 这回调回来!就

好了% )

随即她又说了句/&你们为

啥不直接调回部队机关呢+像你

爱人这种情况!他们应该照顾照

顾啊% 听说那边条件不错% )

我就淡淡一笑! 说/&能回

来!这就不错了!还容我挑地方

啊% 你们不也都在这边吗% )

天还有点儿冷!我就催她赶

紧回屋了!没再多说% 但就这几

句闲聊! 又往心里多抹了一道

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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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应对帝

国主义的核讹诈"中国开始研发自己的核武器#与此同

时" 担负核武器维护管理的
'

部队也在西部高原秘密

组建#在完成这一神圣使命的过程中"艰苦寂寞的日子

常人无法想象"潜在的危险如影相随"甚至有人付出了

宝贵的生命#尽管如此"很多年轻人依然踏着父辈的足

迹义无反顾地走上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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