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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他们四代同堂从未分家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通

讯员 宋琼艳 郑颂华
近日，当记者来到娄底市双峰

县石牛乡五一村党支部书记李旭日
家时，正是饭口时分，十几口人围
着大圆桌吃饭的情形似吃酒席。

李旭日的母亲李连纯说 ：“半个
多世纪没分过家了，四代同堂。女
儿一家也当娘家是自家，热闹着呢！”
说话的时候，她眉毛眼睛都透着笑。

李旭日的奶奶谢月娥 85 岁了，
身体硬朗，在村里威望很高，也很
慈爱，共育有 3 个女儿。她说：“逢
年过节团聚时，家里要摆上好几桌
才坐得下。”话语间是满满的幸福。

李旭日三兄妹经营同力精品印
刷厂，小有成就，家里的 6 个小辈
都在上学。在三口之家“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现象严重的今天，他
们这一大家子用平凡生活的点点滴
滴诠释着家与爱的内涵和真谛。

李旭日的父亲胡德胜是“大家
庭”的主心骨，也是村里各种事务
的积极分子。村集体基建，他是领
头人；河道山塘水圳清淤，他每次
都在场；村部建设筹资筹劳，总有
他的一份；整洁建绿，垃圾清理，

路边塘墈能看到他的身影；去年大
旱时，抬着家里的 2 台抽水机东家
抽西家灌；哪位五保、空巢老人病
了，他会提醒儿子前去走动或送点
什么。

而说到李旭日的妻子李江丽，
村里 人 纷 纷 竖 起 大 拇指。“ 村里
的女强人”，这是大伙对她的一致
评价。2002 年，李江丽投资近 60
万元在本村创办同力精品印刷厂，
2004 年开始步入正轨，如今该厂
每年可上缴税收近 3 万元，年利润
达 100 多万元。

李旭日自 2011 年担任村支书
后，就一门心思扑在村务上。上任
第一年，他带领大家疏通河道 200
多米，保住了沿河 200 多亩水田的
收成；第二年修好双河通组公路，
搞好关口组水塘的清淤护墈工程，
进行大规模的“三边”绿化；第三
年争取省级扶贫资金 25 万余元，
完成村部主体工程建设，广场娱乐
设施建设也在筹划中。

今 年 换 届 选 举， 李 旭 日以
90% 以上的得票率当选。对于今
年的目标设想，他表示要做好三件
事：搞好村部装修与围墙护墈建设；

搞好五一等 3 组共用水塘的清淤硬
化；搞好另三个组的水圳硬化。算
算，估计得耗资 30 余万元。对于
一个财政贫困县贫困乡镇的村支书
来说，这该是一种怎样的魄力？也
正是这样一种魄力，2013 年双峰
大旱报损时，五一村仅上报了6 亩。

李旭日和李江丽的女儿李君兰
是小辈中的老大，19 岁，就读于长
沙师范学院。她学习之余在超市做
假期工赚取社会经验与生活费，立
志当一名教育工作者。她说，分家
对她而言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而学
习如何同一大家子人和睦相处，是
种艺术，也是种智慧。

如何调解家庭矛盾？记者 请
夫妻俩举一二个事例来，谁知两人
硬是半天没想出来。李江丽说，她
结婚至今二十多个年头了，还真没
同家人吵架拌嘴过。据李旭日朋友
介绍，夫妻俩经常带着弟妹的小孩
上街买东西、留家照看，就如对自
家孩子，一回两回平常人或能做到，
但能天天月月年年这样做的，还真
是少见。妹妹李姣容常在家吃住，
李旭日也总笑说自己的妹子还没嫁
得出去呢！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李旦 
通讯员 韩似凤）数十名小学生们
身穿汉服，齐诵《弟子规》，接着
又表演“冲拳”、“踢腿”等中国传
统经典武术，吸引了众多市民和学
子们驻足观看。7 月 6 日，湖南首
个国际功夫影视培训基地——弟
子规国际功夫影视机构正式成立，
香港著名武打片导演陈勋奇、武术

界泰斗吴彬、著名武打明星刘烈红
等齐聚湖南，助推湖湘文化和中国
武术发展。

吴彬是公认的中国当代“十大
武术教练”之一，培养出了以李连
杰、甄子丹等为代表的数十位颇有
成就的弟子，他也成为了弟子规国
际功夫影视机构武术培训的总顾
问。香港公认的电影全才陈勋奇

表示，此番来湘一是看好湖南和内
地的武术人才和传统国学培训的
市场，二是希望能有更多交流和挑
选人才的机会，助推我国的武术和
传统文化发展。  

现场表演的 10 岁小朋友李力
习武已有两年，他说 ：“我的梦想
是成为全国武术冠军，成为像李
连杰一样的武打明星。”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尹盛鹏
“能不能现在就让我报个

名？”6 月 30 日， 来自长 沙 市
芙蓉区的陈先生致电今日女报
/ 凤网传媒，了解应急安全技能
培训夏令营活动开展情况，当
得知活动即将启动时，他有些
迫不及待了。

“为什么活动还没开始就要
报名呢？” 

面对记者的提问，陈先生
坦言：“其实，我留意这个活动
已经很久了。之前由于孩子年
龄还小，前几届湖南人防体验
之旅夏令营都没办法参加，今
年，总算可以如愿了。现在各
种突发的情况和灾 难非常多，
你说小孩要是遇上语、数、外
的问题，我们家长多少还懂一
点，但是应急安全知识和防护
技能，莫说小孩了，我们自己
都不会！而且，学校里平时教
的也不多。所以，我就准备利
用这个暑假，让你们给他好好
补上这一课，那么将来就有备
无患了。”

和陈先生一样拥有这种想
法的学生家长不在少数，自从
2014 应急安全技能培训夏令营
招募信息刊播以来，每天报名咨
询电话络绎不绝。一位来自常
德的家长更是专程在周末前往
今日女报社实地了解活动详情。

随着暑假来临，各种机构
推出的夏令营名目繁多，让人
眼花缭乱。为何 2014 应急安全
技能培训夏令营能够成为大家
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获得家
长及学生青睐呢？

在 2009 年 —2013 年， 湖
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与今日女
报 / 凤网传媒联合成功主办了

五届湖南人民防空体验之旅夏
令营活动。每届夏令营都让孩
子们在体验到不同地区风土人
情的同时，学到了许多应急安
全知识及防护技能，提高了生
活自理能力。目前，五届湖南
人民防空体验之旅夏令营及其
相关活动已经培养出了上千名

“应急防灾小超人”，树立了良
好的社会口碑。

为 继 续 保 证 2014 应 急 安
全技能培训夏令营活动的优良
品质，将其打造为湖南青少年
应急安全技能培训活动第一品
牌，今日女报 / 凤网传媒根据
社会实际需要，对应急安全知
识技能学习课程及其相关活动
进行了创新升级，一如既往邀
请有较强的责任心与沟通能力、
拥有相关事件处置经验的老师
为营员们授课，力争让孩子们
将课堂上所学与现实生活紧密
结合。同时，夏令营还专门组
织了由部队教 官、 执 业医 生、
媒体记者及志愿者组成的人员
保障队伍，为应急安全技能培
训夏令营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
了坚实的人员保障。

目前，2014 年应急安全技
能培训夏令营现正在火热报名
中，凡年龄 10—18 岁，身体健康，
具备一定生活自理能力的青少
年均可报名参加。活动时间为
7 月 30 日—8 月 4 日。 报 名 热
线：0731—82333658  82333677  
13607430756（夜间报名）；报名
QQ：531906265。详 情 请 登 录
凤 网：www.
f e n g o n e .
com； 或扫描
二维码，快捷
报名。

2014 年应急安全技能培训夏令营：

将孩子们打造成“应急防灾小超人”

武术泰斗和香港名导来湘“教功夫”

77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悍然炮
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
标志着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成为中国全
民族抗战的起点。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
带来了空前灾难，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彻底
觉醒和顽强奋起，并由此开辟了世界上第
一个反法西斯战场。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
产党吹响了抗击外敌的第一声号角。在中国
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
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中华儿女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同仇敌忾、共
赴国难，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
日军队，分别担负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
战任务，经过8 年浴血奋战，以军民伤亡
3500多万人的巨大牺牲，赢得了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华民族在伟大复
兴征程上的重大转折，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义与邪恶决不容混淆，历史悲剧决
不允许重演。今天，我们纪念全民族抗战
爆发77周年，是为了尊重和维护历史的真
实性和严肃性，捍卫人类的尊严和良知；
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启迪，获得开创
未来的精神力量，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
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这种纪念，
对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是一次文

明共识的汇合和凝聚；对那些罔顾事实、
篡改历史的人来说，是一种提醒和警告；
对于致力民族复兴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
次民族精神、民族魂的张扬和讴歌。

回望77年前那场令人刻骨铭心的“七
七事变”，回溯 1840 年以来中华民族的
屈辱历史，直接原因是国家积贫积弱、根
本原因是没有找到一条强国富民的发展道
路。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沿着这条
道路，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
人民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目标。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
越是要铭记历史，越是要倍加珍惜、始终
坚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越是
要自强不息、团结一致、共圆民族复兴的
伟大梦想。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日本军国主
义在二战时犯下的滔天罪行，给包括中国
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
给日本人民留下了无尽创伤。亚洲各国人
民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无不严
厉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并且敦
促日本政府正视历史、深刻反省，避免历
史悲剧重演。然而，七十多年过去，正义
与邪恶的较量并未结束。从否认野蛮侵

略罪行，到参拜二战战犯亡灵，再到解
禁集体自卫权、架空和平宪法……现实
警醒我们，日本右翼势力有扩展泛滥的
趋势，日本军国主义有死灰复燃的危险。
这不仅是对历史真相和公理正义的公然
藐视，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蓄意破坏。

光明前进一分，黑暗便后退一分。今
年是中国和印度、缅甸提出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 60 周年。今天，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
法基本原则，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
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爱好和平并不是纵容罪恶，更不等于
委曲求全。中国人不惹事，但也不怕事，
将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坚决捍卫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坚决维护战后
国际秩序，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和平
稳定。决不允许军国主义卷土重来，决不
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国家，是没有
前途的。77 年过去，历史的伤痕还在，
历史的警示还在，历史的教训还在。中
国有句古话，“好战者必亡”，正义战胜邪
恶、进步战胜反动、光明战胜黑暗，这
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谁违抗它，就
会受到惩罚；谁尊重它，才能开创未来。

据《人民日报》

首都各界隆重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网北京７月７日电 首都各界７日上午在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隆重集会，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77 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出席纪念仪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纪念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俞正声主持。

上午 10 时，纪念仪式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
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
现场 1000 多名各界代表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现场响起深沉悠长的礼号声，全场肃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行持枪礼。

习近平神情庄重，迈步走上台阶，来到“独立自
由勋章”雕塑前。一名中国共产党抗战老战士和一名
中国国民党抗战老战士，在两名少年儿童陪伴下也走
到雕塑前。习近平按下启动按钮，为“独立自由勋章”
雕塑揭幕。

习近平在仪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随后，在领誓人带领下，现场 120 名青年代表和

120 名少年儿童代表举起右拳庄严宣誓：“牢记历史、
珍爱和平、勿忘国耻、圆梦中华”。嘹亮的冲锋号划破
天际，传递出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建设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和谐世界的坚定意志。

纪念仪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各界代
表走进展厅，参观“伟大胜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大型主题展览”。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等还亲切看望了参加仪式的
抗战老战士和老同志代表。

历史悲剧决不允许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