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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张正坤烈士的家乡湖南省

浏阳市北盛镇， 处处能感受到涌动着

的改革发展热潮。 昔日贫穷落后的偏

僻山乡， 如今已发展成浏阳经济建设

“主战场”———国家级浏阳经开区所在

地，近年来知名企业不断落户，城乡变

化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幸福安康。

张正坤，

1898

年出生于湖南省浏

阳县（现湖南省浏阳市）。

1926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

年马日事变后，张正坤参加

十万农军围攻长沙的战斗，

1929

年冬

参加党领导的游击队，

1930

年任游击

队浏北第一支队支队长， 后任浏阳赤

卫军特务连连长。

1931

年

3

月，张正坤任湘鄂赣红

军独立第

1

师

3

营营长。

1933

年初，

任红十八军

156

团团长。

1933

年冬，

被选为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前往中央苏区。会

后，张正坤留在中央苏区，进入红军大

学学习。

1934

年

5

月，张正坤从红军大学

学习结业后，调任红

18

师

53

团团长，

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战斗。 同年

8

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参加创建湘鄂川

黔根据地的斗争。

1935

年

11

月，红

二、六军团从湘西出发长征，张正坤率

53

团牵制敌军，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转

移。长征中，于

1936

年初任红

18

师师

长兼政委。

1937

年

8

月，张正坤受党派遣回

到湖南， 担任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

击支队副司令员， 不久任新四军第一

支队第

1

团副团长。

1938

年初，随部

队奔赴皖南抗日前线， 调任第

2

团团

长。

5

月，随陈毅到苏南，参加开辟以

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40

年， 陈毅率苏南主力渡过长

江，建立苏北指挥部。 张正坤奉命留在

苏南坚持斗争。 不久，江南新四军组编

为

3

个新的支队，张正坤任第三支队司

令员兼参谋长，转战江南，浴血抗战。

1941

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张正坤在危急

关头受命担任第三纵队司令员， 组织

部队突围。 他指挥部队同数倍于己的

顽军激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部队

伤亡惨重，他在战斗中重伤被俘。

国民党顽军将张正坤作为“要犯”

囚禁于江西上饶集中营七峰岩监狱，

在狱中对他进行游说诱降、 刑讯折磨

和死亡威胁， 但丝毫没有动摇他的革

命意志。 他组织狱中被俘难友同敌人

进行了坚决斗争， 他对难友们说：“革

命是要流血的，我们要坚持斗争，决不

向敌人屈服！ ”

1941

年夏，张正坤组织被俘战友

们越狱，为掩护难友脱险英勇牺牲，时

年

43

岁。

张正坤烈士家乡北盛镇党委书

记李斌说，北盛将继承发扬革命烈士

精神，主攻园镇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

战略，力争新时代更有新作为。

（

据新华社电

）

张正坤：“决不向敌人屈服”

朋友之间一起吃饭，喝点小酒，

是常有的事。 不过，因为喝酒引发意

外，也是屡见不鲜。 河南许昌某职业

学院就发生了一件事：

7

名

00

后学

生在宿舍喝酒，第二天，其中一名学

生昏迷不醒， 随后被医院诊断为脊

髓炎并高位截瘫。 家里人为了讨要

说法，更是操碎了心。

小亮（化名）出生于

2001

年，是

许昌某职业学院学生， 如果不是那

次意外，他现在也许已经步入社会。

2016

年

10

月的一天，小伟（化

名） 等

6

名同学从学校超市购买白

酒、花生米等零食，相约在宿舍一起

喝酒。 此时，住在斜对面的小亮来借

热水吃泡面，吃完后，便被同学们叫

来一起喝酒至深夜， 其间没有劝酒

行为。

小亮醉酒后被同学们送回宿

舍，安置在其床铺上休息，室友在一

旁照看。 从学生买酒到回宿舍饮酒

至深夜， 未有学校宿舍管理人员发

现并阻止。

让人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上午，

小亮却昏迷不醒， 同学们急忙拨打

急救电话。 之后，小亮先后在许昌、

郑州、西安等多家医院就诊，被诊断

为脊髓炎并高位截瘫， 共计住院一

年多，花去医疗费

40

多万元，其中

医保统筹报销

10

多万元，学校垫付

10

多万元。也因为这事，小亮家人把

学校、超市、一起饮酒的同学告到了

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据法官介绍，本案中，致小亮伤

残的原因超出了鉴定机构能力范围

而无法鉴定， 但不排除饮用白酒与

小亮的伤残结果之间具有一定因果

关系的合理怀疑，因此，原、被告均

应承担相应责任。

最终， 法院判决小亮承担

15%

的责任，学校因管理不到位，没有尽

到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监管责任，承

担

65%

（共计

80

多万元）的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

酒；对难以判明是否成年的，应当要

求其出示身份证”等规定，超市承担

5%

（

6.7

万多元）的责任。

小伟等

6

名同学承担

15%

（

20

多万元）的连带赔偿责任。

判决生效后， 除去已经垫付的

10

多万元， 学校将剩余赔偿款一次

性全部履行到位。 因超市和

6

名学

生迟迟不予履行， 小亮的父母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今年

12

月

7

日

,

许昌市魏都区

人民法院执行干警王治斌召集

7

名

被执行人来到法院。 他对被执行人

说道：“你们都是做父母的， 虽然不

一定能够对小亮父母承受的苦难感

同身受， 但换位思考一下也一定能

够理解。 小亮是无辜的，都不希望发

生这样的事，但于情于法，你们都需要

承担这个责任， 今后更要教导孩子吃

一堑长一智，学会保护自己，凡事掌握

好度，别让类似的悲剧重演……”

听了王治斌的话， 有位家长表

态，愿意带头赔偿，其余几名家长也

纷纷表示愿意分摊责任。 学校超市

负责人随即也履行了赔偿义务。

（

据

《

河南商报

》）

中办印发规定规范党组讨论和处分党员程序

处分党员不允许擅自决定批准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党组讨论和决定党员处分事项工作

程序规定（试行）》，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规定》提出，党组（包含党组性

质党委，下同）对其管理的党员干部

实施党纪处分，应当按照规定程序经

党组集体讨论决定，不允许任何个人

或者少数人擅自决定和批准。 党纪

处分决定以党组名义作出并自党组

讨论决定之日起生效。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纪检监

察组（以下简称派驻纪检监察组）按

照干部管理权限，对驻在部门（含综

合监督单位，下同）党组管理的司局

级党员干部涉嫌违纪问题进行立案

审查和内部审理，经派驻纪检监察组

集体研究， 提出党纪处分初步建议，

与驻在部门党组沟通并取得一致意

见后，将案件移送中央和国家机关纪

检监察工委（以下简称纪检监察工

委）进行审理。 派驻纪检监察组原则

上应当尊重纪检监察工委的审理意

见。 如出现分歧，经沟通不能形成一

致意见的，由纪检监察工委将双方意

见报中央纪委研究决定。

派驻纪检监察组应当加强与有

关方面沟通，特别是对驻在部门党组

管理的正司局级党员领导干部违纪

案件， 在驻在部门党组会议召开前，

应当与驻在部门党组和中央纪委充

分交换意见。

规定提出，给予驻在部门的处级

及以下党员干部党纪处分，由部门机

关党委、 机关纪委进行审查和审理，

并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十二

条规定履行相应程序后，由党组讨论

决定。 在作出党纪处分决定前，应当

征求派驻纪检监察组意见。

根据工作需要，派驻纪检监察组

可以直接审查驻在部门的处级及以

下党员干部违反党纪的案件。 派驻

纪检监察组进行审查和审理后，提出

党纪处分建议，移交驻在部门机关党

委、机关纪委按照规定履行相应程序

后，由党组讨论决定。 必要时，派驻

纪检监察组可以将党纪处分建议直

接通报驻在部门党组，由党组讨论决

定。

给予驻在部门党组管理的司局

级党员干部党纪处分、给予处级党员

干部撤销党内职务及以上党纪处分

的，由驻在部门机关纪委在党纪处分

决定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 将党纪处

分决定及相关材料报纪检监察工委

备案。

纪检监察工委应当每季度向中

央纪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报送备

案监督情况专项报告，必要时可以随

时报告。

给予向中央备案的党员干部党

纪处分的，驻在部门党组应当按照规

定将党纪处分决定通报中央组织部。

对于党的组织关系在地方、干部

管理权限在主管部门党组的党员干

部违纪案件，凡由派驻纪检监察组查

处的， 由主管部门党组讨论决定，并

向地方党组织通报处理结果。

对于地方纪委首先发现并立案

审查，接受上级纪委指定或者与派驻

纪检监察组协商后由地方纪委立案

审查的上述案件，应当由地方纪委按

照程序作出党纪处分决定，并向主管

部门党组通报处理结果。

（

据新华社电

）

宿舍喝酒致高位截瘫

6名同学被判赔 20余万

宿舍饮酒后伤残

同窗好友闹上法庭

6 名同学承担

20 多万连带赔偿责任

执行干警释法

促案件顺利执结

四川兴文地震

已致 16人受伤

应急管理部启动

IV级应急响应

12

月

16

日四川省宜宾市兴

文县发生的

5.7

级地震，应急管理

部已启动

Ⅳ

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

作组赶赴震区指导救援救灾工作。

截至

16

日

20

时， 已接报有

16

人

受伤， 震中部分乡镇震感强烈，部

分房屋出现裂缝， 少量房屋倒塌，

个别乡镇出现停电停气，个别道路

因滑坡中断。当地消防救援力量已

赶到震中开展搜救工作。当地政府

正全面开展灾情核查、 抢险救灾、

伤员救治等工作。

（

据新华社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