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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1日给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一大

地测量队6位老队员、老党员回信，充

分肯定国测一大队爱国报国、勇攀高峰

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对全国测绘工

作者和广大共产党员提出殷切希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40年前，国

测一大队的同志同军测、登山队员一

起，勇闯生命禁区，克服艰难险阻，成

功实现了中国人对珠峰高度的首次精

确测量。党和人民没有忘记同志们建

立的功勋。

习近平指出，几十年来，国测一大

队以及全国测绘战线一代代测绘队员

不畏困苦、不怕牺牲，用汗水乃至生命

默默丈量着祖国的壮美河山，为祖国

发展、人民幸福作出了突出贡献，事迹

感人至深。

习近平强调，忠于党、忠于人民、

无私奉献，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

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是靠千千万万

党员的忠诚奉献而不断铸就的。不忘

初心，方得始终。全国广大共产党员

要始终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心系人

民、情系人民，忠诚一辈子，奉献一辈

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团结带领亿万

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

同奋斗。

今年是我国首次自主完成珠穆朗

玛峰高程测量40周年。近日，参加当

年珠峰测高任务的邵世坤等6位老队

员、老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

了国测一大队的光辉历程和年轻一代

薪火相传的奋斗足迹。

国测一大队成立于1954年，主要

从事大地测量工作。61年来，国测一

大队完成了珠穆朗玛峰高程测量、南

极重力测量、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

建设、西部无人区测图、海岛（礁）测

绘、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测绘等工作，曾

受到国务院通令嘉奖，被授予“功勋卓

著、无私奉献的英雄测绘大队”称号。

习近平给国测一大队老队员老党员回信勉励广大共产党员

在党爱党在党为党 忠诚一辈子奉献一辈子

（上接第一版）放到碉堡墙角后，拉着导火索，

身体向外侧滚去，随着“轰”的一声巨响，碉堡

被炸开了，碉堡内敌人倒下一大片。

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描绘着当时战斗

的情形，眼神坚定，寻不到一丝畏惧，从他那

饱经沧桑的脸庞和写满故事的眼神中，我们

感到，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瞬间。

“我一开始，在战场上听见枪声，还真有

点害怕。可一想到日本鬼子杀人不眨眼，欺

负我们中国人，我就不怕了，也不在乎生死

了。”88岁的老兵周玉浩回忆起当年抗日的

往事，“我们的装备虽然很差，但是战士的士

气都很高，一说日军出现了，大家就特别有精

神，个个争着往前冲。”“面对敌人，您就不怕

牺牲吗？”“不能怕死，我们就是豁出命，也要

把敌人全都消灭……”

“宁死战前、不死战后”，是所有老兵拥有

的血性。为把侵略者赶出中国，他们抱着必

死的决心冲上战场，号角不响，决不后退。

走访过多位抗战老兵的通化市政协文史

专员孙艳华告诉记者：“我采访过一个老兵，

他说每次上战场都挑最好的衣服穿上，我说

为什么，他说他觉得这次去了就回不来了，每

次都是去赴死，很了不起。”

1925年出生在山东省莒南县的王世全，

哥哥在他16岁那年当八路军离开了家，王世

全几次报名参加八路军，部队都嫌他个子矮

而没要他。1944年，王世全终于参了军。几

个月后的秋天，王世全拿到了他的第一支小

马枪，第二天就遇到了日本侵略者。王世全

一点也不害怕，端着小马枪毫不畏惧地迎着

敌人冲了上去。一个日本军官抽出战刀向他

劈了过来，他闪身躲过，开枪打中敌人，“看见

敌人，我们从来没怕过。”

不怕死、豁出命，我们的英雄用生命诠释

着民族的伟大！

功而不傲：用付出来见证

老兵们沧桑的面容，难忘的回忆，对牺牲

战友的思念，或对自己战斗生活看似平常的

讲述，一句句、一段段，都充满了深深的情愫，

有的老兵从离开家踏上战场的那一刻，从此

再也没有返回家乡，有许多人爹娘去世时，他

们却在烽火连天的前线，都不知道亲人的永

别。更多太多太多的老兵，他们立下无数战

功，却从不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他们从不

认为自己有多大贡献，总是那么平静。只有

经历过生死的人，才会把一切事情看得很淡。

在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期间，一刻不停

地使用中国民间劳动力，凡是十几岁到六七

十岁之间的男丁都是他们的抓捕对象，他们

逼迫中国人“出荷”（干苦力），许多老兵是从

这种日子里逃出来参加抗日的。

“我是宁死也不给他们当走狗。”94岁的

翁君廷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一名老兵。在浑江

区三道沟镇老人家中的炕头上，老人讲起了

他75年前参军的故事。看着日本人欺压村

里人，翁君廷一直想参军，想打仗，19岁那年

终于如愿进入部队，当上了兵。老人一边讲，

一边兴致勃勃地比划，让我们这些离那个年

代十分久远的人都产生了画面感。随后，他

又拿出一个精心缠裹的小布包，里面装着老

人的军功章和老照片，老人仔细取出每一枚

军功章，如数家珍般同我们讲起了军功章背

后的故事……翁君廷的儿子翁振海随着父亲

的又一次讲述，再次重温从小的记忆，“老爷

子岁数大了，糊涂了，很多事儿都记不准。但

他就有这么股子劲儿，一说过去，就骄傲得不

得了。”有战功却不居功，这样的“翁君廷”们

太多太多。

94岁的老兵聂生茂听力不太好，与人交

流有些困难。老人出生于陕西省商县（现商

洛市）麻街乡五堡。据老人回忆，他19岁时

与两名同乡最开始加入的是积极抗战的国民

军，在山西省垣曲县正式穿上军装。只要是

抗日、只要是打鬼子，他们就加入。他们的团

长与日军直面搏斗，血溅日寇群，让他从此坚

定了抗战决心，最后又经过曲折道路加入革

命军。

“有一次跟小鬼子打仗，一颗子弹从我的这

里打进去，从这里钻出来……”聂生茂操着浓重

的陕西口音告诉记者，当时那颗子弹从左耳下

面打入，从右耳前侧面颊出来，当时以为自己肯

定牺牲了，可没想到却幸运地活了下来。“我的

战友都牺牲了，我还活着，还能过着今天这样的

好日子，还向组织提啥要求，我现在幸福着呢。”

住在侄子家的聂生茂说自己很满足。

“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共和国功臣’，却从

不居功自傲。”通化县民政局优抚科科长杨庆

彬说，他在民政部门工作20多年，鲜见参战

复员老兵向组织要待遇。“老兵们的功成身

退、淡泊名利，让人肃然起敬。”

“和战争年代比，起码我躺在床上，下雨

湿不着，我就满足了，现在我也这么想。”这是

一个老兵最朴素真实的心声。

不傲功、不要名，当和平到来时，我们的

英雄收起军功章，用自己的付出见证新中国

的成长。

奉献终身：用一生去践行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把青春献给革命

事业，把终身献给革命事业，经历过战火的洗

礼，老兵们在和平年代或踏实苦干，或兢兢业

业，或任劳任怨，因为他们是老兵。

提起通化市中心医院老院长黄致祥，市

区的老百姓家喻户晓，因为他为山城百姓治

疗过太多的病患，人们太熟悉他了。可说到

黄院长参加革命的经历，知道的人就很少了。

1941年秋，八路军在黄致祥所在的村

和日本人打了一仗，八路军走后，敌人疯

狂地报复老百姓，把他们村的房子都烧

了。黄致祥家因无处居住不得不到外地

投亲。13岁的黄致祥没有跟家里人去投

亲，而是跟着学校老师找八路军去了。半

年后，他们走到了河北定县，老师把他们

送到了冀中七军分区卫生员训练班。从

此黄致祥参加了革命队伍。经历了多少

次战斗，黄致祥没有计算过，但是服从组

织安排，为人民群众服务却是黄致祥一生

的写照。1948年 8月，黄老受组织派遣去

哈尔滨军医大学学习内科学一年，1949年

秋季毕业后被分配到辽东省凤城县医院

工作。1951 年调到辽源市卫生科当副科

长。1952年 5月，到通化卫生科任副科长

兼通化市立医院院长。1979年，调到通化

地区医院（后更名为通化中心医院）任院

长至1994年离休。即使离开工作岗位，黄

致祥也有求医者，能为大家做点什么，就

觉得特别幸福。

抗战老兵徐振明老家在山东，1942年，

年仅16岁的他就参加了八路军，在山东的

日照、郊县、诸城、高密、莒县等地与日本侵

略者多次战斗过，他胸前的10枚奖章无声

地诉说着他的赫赫战功。可是，1958年，从

营职干部岗位转业来到通化市民政局的徐

振明，面对招待所所长、福利院院长和杨靖

宇烈士陵园纪念馆馆长的3个岗位，毫不犹

豫地选择了为抗日英雄杨靖宇守灵。“1942

年我参加八路军时，部队正在大力宣讲杨靖

宇率领抗日联军打鬼子的故事，杨靖宇将军

身上的民族精神鼓舞了无数八路军将士在

抗日战场上与敌人拼杀，杨靖宇将军是我的

前辈，能为抗日英雄守灵我感到光荣。”1980

年，徐振明离休后，他的儿子徐永军参加工

作也来到靖宇陵园，继续为杨靖宇将军守

墓。可徐振明实在不愿意离开，在陵园当了

一名门卫，冬天为将军扫积雪，秋天为将军

扫落叶。此外，他还应邀在几所学校兼任校

外辅导员，他讲的杨靖宇将军的故事最受孩

子们的欢迎……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不能躺在‘功劳簿’

上吃老本”“给孩子们讲抗日战争、革命传统，

教育下一代，叫他们懂得我们的共和国来之

不易，累我也甘心情愿”。

不忘本、讲奉献，我们的英雄用自己的光

和热，温暖照亮下一代。

时光流逝，今天，再见老兵。

当一个经过百年战火硝烟而流着泪的

记忆之声，清晰地回荡在你的耳鼓时；当老

兵身体上那被子弹和刺刀所穿透的触目惊

心的累累伤痕，赫然展现在你眼前时；当那

一双双苍老又颤抖的手小心地打开一个个

小布包，拿出一枚枚陈旧的奖章小心地戴

在胸前时，抗战，那是全民族乃至全人类无

法忘却的记忆。一切的生动和伟大，已经

被历史证明。老兵精神，无时无刻不感动

着我们、激励着我们，这是人类真正的精神

文化。这精神彰显着生命的宝贵价值，凝

聚起民族振兴的伟大力量，伴随着我们勇

往直前！

据新华社雅加达7月1日电

（郑世波）据印度尼西亚媒体7

月1日报道，印尼空军运输机坠

毁事故已经造成141人死亡。

报道说，截至目前，搜救

人员已经发现了141具遇难者

遗体。报道还说，失事飞机上

共载有 122 人，而印尼空军参

谋长阿古斯此前对媒体透露

的是113人。

印尼北苏门答腊省棉兰市亚

当·马利克医院发言人萨伊里·萨
拉吉通过电话告诉新华社记者，

该医院已收到142个装尸袋，部

分装尸袋中的遗体残缺不全。

萨伊里表示，目前医院已经

确定了59名遇难者的身份，其

中部分遗体已被家属认领。

印尼军机坠毁已致141人死亡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1日电

（记者王思北 崔清新）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1

日表决通过了新的国家安全

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29

号主席令予以公布。法律对政

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

化安全、科技安全等11个领域

的国家安全任务进行了明确，自

公布之日起施行。

新国家安全法共七章，对维

护国家安全的任务与职责，国家

安全制度，国家安全保障，公民、

组织的义务和权利等方面进行

了规定。

该法明确了国家安全的定

义，即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

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

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

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

状态的能力。

法律还明确了国家安全工

作应当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

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

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

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维

护各领域国家安全，构建国家

安全体系，走中国特色国家安

全道路。

在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方

面，新法要求，国家加强自主创

新能力建设，加快发展自主可控

的战略高新技术和重要领域核

心关键技术，加强知识产权的运

用、保护和科技保密能力建设，

保障重大技术和工程的安全。

国家建设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

体系，提升网络与信息安全保护

能力，加强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创

新研究和开发应用，实现网络和

信息核心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

重要领域信息系统及数据的安

全可控。

此外，为提升全社会的国家

安全意识，新国家安全法将每年

4月15日定为全民国家安全教

育日，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国家安

全宣传教育活动。

新国家安全法7月1日起施行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1日电

（记者崔清新 王思北）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1

日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

定。根据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选举或决定任命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国务院总理等，在

依照法定程序产生后进行宪法

宣誓。该决定将于2016年1月

1日起施行。

决定明确，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决定任

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各级人

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

应当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这其中，包括全国人大选举

或决定任命的国家主席、副主

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

委员长、秘书长、委员，国务院总

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

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

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国家军

委主席、副主席、委员，最高人民

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

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委员等。

决定规定的宪法宣誓誓词

共70个字：“我宣誓：忠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

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

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

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

奋斗！”

我 国 通 过 宪 法 宣 誓 制 度
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等就职时向宪法宣誓

有这样一支队伍，61年来坚持用

双脚丈量祖国的大地、用科学仪器测

绘壮美山河。他们32次深入西藏无人

区，28次进驻内蒙古荒原，37次踏入新

疆腹地，徒步行程5700多万公里，相当

于绕地球1400多圈。

这支队伍，几代人薪火相传，甘当

拓荒牛，先后六测珠峰、两下南极，承担

并参与完成了2000重力网、西部无人

区测图、海岛礁测绘、汶川灾后重建测

绘……他们，用热血和生命量天测地。

这支队伍，就是曾被国务院授予

“功绩卓著、无私奉献的英雄测绘大

队”荣誉称号的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第一大地测量队。

今年是1975年我国首次自主完成

珠穆朗玛峰高程测量40周年。近日，

参加过我国首次自主珠峰测高的国测

一大队6位老队员、老党员给习近平总

书记写了一封信，表示将牢记党员使

命，保持勇攀高峰的精神，继续为国家

富强、民族复兴贡献余热。

是什么让这些科技工作者甘愿坚

守在最平凡的岗位，用生命全部的能

量丈量祖国山河，为国家建设甘当铺

路石？让我们走近这支英雄的测绘大

队。

开路先锋——填补神州大地

测绘空白锻造团队之魂

“经天纬地，开路先锋”，这是测绘

事业的写照。这项鲜为人知的工作，

基础却十分重要，从国家的发展规划

到每一项建设工程，都需要以测绘工

作者绘制精确的地理坐标。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国防

和经济建设急需测绘依据，而旧中国

留下的测绘基础非常薄弱。为尽快改

变这一局面，1954年国测一大队在西

安成立。

珠穆朗玛峰，地球之巅。新中国

成立初期珠峰的相关数据被外国“测

量权威”垄断，我国版图上的这一制高

点也只有使用他们的数据。国家提出

“精确测量珠峰高度，绘制珠峰地区地

形图”。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落

在了成立不久的国测一大队肩上。

1966年、1968年、1975年，国测一

大队三次挺进珠峰地区。特别是1975

年，8名队员联合军测、登山队向珠峰

顶峰发起冲击。

“珠峰地区环境极为险恶，那时的

装备保障条件十分简陋，我们每人身

负四五十斤重的仪器，还要攀悬崖爬

冰山，避冰缝躲雪崩，十分艰苦，但没

有一个人提出后撤。”当年的队员之

一、如今76岁高龄的郁期青回忆。

在海拔6120米高度做珠峰测量大

气折光试验时，他们中有4人患了“高

山厌食症”，头痛恶心，4人8天仅吃了

1斤多大米、一点点炼乳。每天要工作

十几个小时。

队员们在生命禁区奋战80多天，

最终将测量觇标牢牢矗立于珠峰之

巅。1975年7月23日，中国向世界宣

布珠峰海拔高度为8848.13米。这个

精确的“中国高度”，迅速得到了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和全世界的承认。

时隔30年后的2005年，由于地壳

运动、气候变化等导致珠峰高程发生

变化，国测一大队再次承担了测量珠

峰的任务。参与的队员换了一批年轻

人，装备设备比过去先进，但一样要面

临恶劣的环境，不可预知的危险。

队员白天忍着缺氧头痛坚持作

业，晚上蜷缩在零下30摄氏度的帐篷

里。为了操作仪器，队员任秀波、柏华

岗冒着失去双手的危险，在零下40摄

氏度的空气中脱掉了手套，史无前例

地把重力测量推进到了海拔7790米的

高度。

就是靠着这样“不要命”的劲头，

队员们仅用1个多月时间就在青藏高

原布下了覆盖30多万平方公里的监测

网，在珠峰脚下布设6个交会点位，并

于5月22日成功进行珠峰登顶测量。

2005年10月9日，珠穆朗玛峰的新高

程数据8844.43米向世界公布。

薪火相传——用生命、青春、

热血熔铸对党和国家的忠诚

队员吴昭璞于1960年在新疆南湖

戈壁作业时遭遇断水断粮，他把仅剩

的一点点水交给队友让他们撤离，自

己一个人留下来看守仪器和资料。

3天后，队友从200公里外水源地

赶回来，眼前情景惨不忍睹：牙膏吃光

了，墨水喝干了，身高1.7米的吴昭璞

已干瘪不足4尺，口含黄沙十指深深插

进沙土，然而，仪器被他的衣服捂得严

严实实，资料保护得整整齐齐……

吴昭璞牺牲16年后，他的儿子吴

永安又成为国测一大队的一员，而且

第一次野外作业就来到了父亲牺牲的

南湖戈壁。他寻找父亲坟墓却找不

到，只见很多无名坟头。于是他拿出

一壶清水，每个坟头洒上一点，大哭一

场，然后擦干眼泪继续工作。

尖兵铁旅——为经济社会

发展开拓进取勇于担当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对基础测绘提出了更高要求。一座座

水利枢纽拔地而起，勘探队在荒漠峻

岭里寻找矿藏，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新

农村建设规划蓝图……这些都需要精

确的测绘成果提供依据。

尽管测绘的技术装备有了很大改

善，但测绘工作者的任务仍然十分艰

巨。一代代测绘队员沿着老一辈测绘

人的足迹，踏平了一座座高山，穿过了

一片片戈壁。

在我国西部，一直有约200万平方

公里的国土没有1∶5万地形图，这一空

缺严重制约了西部大开发的进程。国

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从2006年起，用5

年时间开展了西部测图重大专项工

程。

青藏高原西部的C1测区，平均海

拔高度5000米，天气诡谲多变；B12区

域位于昆仑山脚下，深入无人区域500

多公里，到处是沼泽与草地；C2区域位

于川藏交界，包括当时全国唯一不通

公路的墨脱县；塔里木西部B区域深入

塔克拉玛干沙漠200多公里……这些

最危险、最困难的测绘任务自然交给

了“过硬的”国测一大队。

2007年至2009年，国测一大队累

计投入人员90人，车辆近40台，圆满

完成了任务区的测量任务，共完成控

制点、检查点46个，531幅5万图幅地

表覆盖图。

以水准测量组为例，根据技术要

求，他们必须扶着标尺和仪器徒步前

进，以30米为一段，每公里误差不能超

过1毫米，每天最多行进10公里，因为

至今世界上没有更省力的办法。

作为国家测绘事业的一支尖兵铁

旅，61年来，国测一大队累计完成国家

各等级三角测量1万余点，建造测量觇

标10万多座，累计实施各等级水准测

量20多万公里，建设等级GNSS测量点

2万多座，重力点超过2万个，提供各

种测量数据5000多万组，得出了近半

个中国的大地测量控制成果，为经济

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只步为尺测乾坤，丹心一片绘社

稷。

这，就是英雄的国测一大队！

（据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经 天 纬 地 绘 蓝 图
——记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一大地测量队

新华社记者杨维汉 吴晶晶 余晓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