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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5月8日电 近日，一则“湖南一全
国人大代表斥 7000 万元毁林占地 300 亩建豪华坟
墓”的网文流传，引发关注。网文声称全国人大代
表向长江在湖南隆回县老家存在毁林占地为先人
修建豪华坟墓行为。记者 8日从隆回县获悉，当地
已针对此事展开调查。

据介绍，隆回县在获悉网文内容后，迅速安排
林业、国土、民政等部门就网文中所提及的“毁林
占地 300亩、7000万元巨资修坟、专人守坟”等问题
逐一进行了调查核实。

经初步调查核实，这一墓地为向氏家族祖坟
山，共有坟墓 14座。2006年，向长江兄妹集资进
行修葺，实际占地面积 4350平方米。其中，向长
江曾祖母、祖母和父母并排所葬的 4 座墓冢面积
72.4 平方米，向家族人的 10 座墓冢占地面积 533
平方米，坟台人行道面积 328 平方米，其余为绿
化面积。墓地外林地属荷香桥镇伏龙村所有，林
相完好，没有明显破坏迹象。墓地下方停车坪属
伏龙村村民所建。

据介绍，经调查，这一墓地共耗资约 31 万元，
其中向长江个人出资约 11万元。调查组没有发现
网文中所声称的“建有守坟墓的房屋”和“守坟
人”。

隆回县表示，关于豪华坟墓问题，根据湖南省
发布的相关规定中“违反本办法规定，在经营性公
墓、公益性公墓以外的地方建造坟墓；恢复和建造
宗族墓地；建造永固性墓穴、活人墓的，由民政部
门责令当事人限期改正”条款，隆回县民政局已责
令当事人限期改正。

新华社成都5月8日电 在四川省
自贡市自流井区仲权镇竹元村，修林
密竹中掩映着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四
合院：小青瓦、桩板墙，透过历史的烟
尘，无声地诉说着一段尘封的往事。
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烈士当年就出
生在这里，至今仍有不少人前来寻觅
英雄的足迹。

卢德铭，字邦鼎，又名继雄，1905
年 6 月 9 日出生。少年时期受五四运
动影响，阅读了《新青年》等进步书
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 年 2
月，卢德铭持李筱亭（同盟会会员，孙
中山秘书）的信函拜见孙中山，经孙中
山面试、推荐，被黄埔军校破格录取。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
党。

1925 年 2 月，卢德铭参加讨伐军
阀陈炯明的东征战役，任学生军侦察
队长。同年 6 月毕业留校，在政治部
组织科当科员。1925年 11月，调国民
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任第二营第
四连连长。1926 年 5 月，独立团担任
北伐军先锋，从广东省肇庆出发，挺进
湖南。6 月初，卢德铭率部坚守安仁
县城以北的渌田镇，不仅打垮了进攻
之敌，还主动发起反击，全歼残敌，受
到叶挺的称赞。在平江、汀驷桥、贺胜
桥等战斗中，卢德铭指挥果断，身先士
卒，屡建战功，晋升为第一营营长。攻
克武昌后，独立团改编为第 73 团，卢
德铭任参谋长。

1927 年 6 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

面总指挥部在武昌成立警卫团，卢德
铭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担任团长。
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
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 月
2 日，他率部开赴江西，未赶上南昌起
义，遂转移到江西修水与平江、浏阳农
军会合。

9 月，卢德铭率警卫团参加毛泽
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工农
革命军第 1军第 1师总指挥、中共湖南
省委前敌委员会委员。起义受挫后，
在 9 月 19 日的文家市前委会议上，毛
泽东主张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转
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卢德
铭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认为再攻
长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这一意
见，对于会议统一思想起到了重要作
用。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部队沿罗霄
山脉向南转移。

9月 25日拂晓，起义军从芦溪出发
南进。当行进到山口岩时，后卫第 3团
遭到敌军伏击。在这危急时刻，卢德
铭挺身而出，率领一个连的兵力前往
增援。他指挥部队抢占制高点，用猛
烈的火力还击敌人，同时指挥被打散
的第 3 团官兵迅速向前卫部队靠拢。
在这场恶战中，卢德铭不幸身中数弹，
壮烈牺牲，年仅 22岁。对卢德铭深为
赏识的毛泽东听到噩耗时，痛惜不已，
他悲愤地大呼：“还我卢德铭！”

卢德铭已经牺牲 90 余年，历史和
人民不会忘记这位为中国革命和军队

建立发展作出过贡献的革命英烈。如
今，烈士家乡仲权镇建有市级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卢德铭烈士事迹陈列
室和卢德铭烈士纪念馆，原貌保护卢
德铭故居的部分房屋。全区还集中实
施了征集德铭精神表述语和诗文原创
歌词、重走革命路等“九个一”系列活
动，“德行兼备、铭记使命”的卢德铭
精神在自流井大地得以弘扬和传承。

网曝人大代表修豪华墓
湖南隆回县已责令当事人限期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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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德铭：秋收起义铸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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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大连 5月 8日电 5 月 7 日至 8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
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
正恩在大连举行会晤。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
记王沪宁参加有关活动。

5月的大连，青山萦翠，碧海流云。习
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并为金正恩举行
欢迎晚宴，一同散步、出席午宴，在亲切友
好的气氛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中朝
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全面深入交
换意见。

习近平指出，委员长同志在当前朝鲜
半岛局势深刻复杂演变的关键时刻，时隔
40多天再次专程来华同我举行会晤，体现
了委员长同志和朝党中央对中朝两党两国
关系的高度重视，对两党两国战略沟通的
高度重视，我予以高度评价。我同委员长
同志首次会晤以来，中朝关系和朝鲜半岛
形势均取得积极进展，我对此感到高兴，愿
同委员长同志再次举行会晤，共同为推动
中朝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实现朝鲜半岛长
治久安、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出努力。

金正恩表示，今年 3月以来，朝中友谊
和朝鲜半岛形势都取得了富有意义的进
展，这是我同总书记同志历史性会晤的积
极成果。在当前地区形势快速发展的关
键时期，我再次来到中国同总书记见面并

通报情况，希望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和合
作，推动朝中友谊深入发展，促进地区和
平稳定。

习近平强调，今年 3月，我同委员长同
志在北京实现了历史性首次会晤，进行了
长时间深入交流，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
达成了四方面原则共识。第一，中朝传统
友谊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发展好中朝
友好合作关系是双方坚定不移的方针，也
是唯一正确选择。第二，中朝同为社会主
义国家，双边关系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要
加强团结合作、交流互鉴。第三，两党高
层交往对于引领双边关系具有不可替代
的重大作用，双方应保持经常往来，加强
战 略 沟 通 ，增 加 理 解 互 信 ，维 护 共 同 利
益。第四，夯实民间友好基础是推进中朝
关系发展的重要途径，应通过多种形式，
加强两国人民交流往来，为中朝关系发展
营造良好民意基础。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各项共识正在得到良好的贯彻落实。一
个多月时间内，我同委员长同志两度会
晤，保持着密切沟通。我愿同委员长同志
一道，继续指导双方有关部门落实好我们
达成的共识，推动中朝关系不断向前发
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本地区和平
稳定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还对朝鲜发
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中朝两国公民伤亡
后金正恩的高度重视和真诚态度表示诚

挚谢意。
金正恩表示，朝中两党两国老一辈领

导人同志式的相互信任和情义，是朝中传
统友谊的亲密纽带和坚实根基。我同总
书记同志继承这一良好传统，举行卓有成
效的历史性会晤，推动朝中关系迎来了前
所未有的活跃发展。相信时隔一个多月
的再次会晤将加深彼此互信，推动朝中友
好合作关系顺应新时代的要求，取得更为
密切的全面发展。

谈到朝鲜半岛形势时，习近平指出，
我同委员长同志首次会晤时就此深入交
换了意见，达成重要共识。近段时间，委
员长同志在推动半岛对话缓和方面作出
了积极努力，取得积极成果。在有关各方
共同努力下，半岛对话缓和势头正不断巩
固，朝着有利于推动政治解决的方向发
展。中方支持朝方坚持半岛无核化，支持
朝美对话协商解决半岛问题,愿继续同有
关各方一道,为全面推进半岛问题和平对
话解决进程、实现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
作用。

金正恩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的远见
卓识，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实现半岛无核
化、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作出的重要贡献。
他表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是朝方始终
如一的明确立场。只要有关方面消除对
朝敌视政策和安全威胁，朝方没有必要拥

核，无核化是可以实现的。希望通过朝美
对话建立互信，有关各方负责任地采取分
阶段、同步性的措施，全面推进半岛问题
政治解决进程，最终实现半岛无核化和持
久和平。

金正恩向习近平通报了近期朝鲜国内
发展和党的建设情况。

习近平指出，朝鲜劳动党七届三中全
会提出了全党全国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路线，宣布停止核
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废弃北部核试
验场，体现了委员长同志对发展经济、改
善民生的高度重视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的坚定意志。我们对此表示赞赏，支持朝
方战略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支持朝鲜同志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
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等参
加有关活动。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
委员长、国际部部长李洙墉，朝鲜劳动党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委员长、统一战
线部部长金英哲，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
委员、外务相李勇浩，朝鲜劳动党中央政
治局候补委员、宣传鼓动部第一副部长金
与正等参加有关活动。

习近平同金正恩在大连举行会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