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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住“限高令”的执行漏洞
徐 海

近日， 某失信被执行人因通过 “黄
牛” 购买一张高铁票被司法拘留 15 日。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 对拒不执
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老赖”，将采取
“限制高消费”的严厉措施，比如无法乘
坐高铁和飞机等。 当失信被执行人通过
正规渠道购票时，根本无法出票，那么此
案中是谁帮他买了高铁票？ 他又是如何
通过安检的？ 一连串疑问引人深思。

在网上搜索“失信人购票”，会弹出一
堆小广告，“解决失信人出行难题，机票高
铁无限制，24小时在线为您解答”“成交只
是开始，服务永无止境”……帮“老赖”绕
过“限高令”，逃脱法律的惩罚，这些神秘
广告背后潜藏着一条“黑色产业链”。 在购
票环节， 身份证信息直接会被系统检测
到。 那么，“黄牛”就利用军人保障卡等无
法查验真伪的证件帮“老赖”购买车票。 此
外，由于境外旅游服务网站并未与国内数
据系统连通，“黄牛”使用护照在境外旅游
服务网站为被执行人购买机票。 “黄牛”在
第三方订票平台上购票时， 钻技术的漏
洞，使用诸如将数字“1”输成英文字母“I”，
数字“0”输成英文字母“O”的伎俩来规避
系统筛查。 过安检时，被执行人会以身份
证消磁为借口，拿纸质材料走不易察觉的
人工通道，躲避机器查验。

“老赖”利用“黄牛”逃避惩罚，客观
上纵容“老赖”只会变本加厉赖账，侵害
他人利益。任其下去，不利于提高法律执
行力、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伤害公众

朴素的正义观，破坏法律公信力，使“限
高令”成了一纸空文。

堵住技术漏洞，完善系统信息。有关
部门不仅要录入被执行人的身份证信
息，还要将“限高”人员护照等其他证件
和指纹、人脸等各类信息录入系统，做到
信息监控无死角。票务网站、社交平台要
落实主体责任，利用大数据技术屏蔽“黄
牛”广告，限制广告传播，减少违法交易，
及时监测筛查相关信息， 发现违法广告
立即向有关部门反映。 “魔高一尺，道高
一丈”，相关部门要强化技术创新，堵住
技术漏洞，提高对各类证件的识别度，规
范人工验票与机器验票操作标准。

加大监管力度，落实惩戒措施。即使
“黄牛”钻了漏洞，但仍然有失信被执行
人因购买高铁票被司法拘留， 说明只要
监管下力气，漏洞并非堵不住。严厉打击
“黄牛”购票行为，明确定罪量刑细节，从
源头处斩断为“老赖”购票的“黑色产业
链”。 严厉打击“老赖”违法购票行为，依
法追究违反限制消费令的相应责任。 根
据“老赖”购票路径，强化搜寻隐匿财产
的线索， 保障债权人利益， 提高执法效
率。 职能部门应共享共管， 强化协调配
合，完善购票、出票、检票各个环节监控，
并严查“内贼”，防止内外勾结。

堵住“限高令”技术漏洞，提升监管
水平，加大惩治力度，健全社会诚信惩戒
等制度，还法律以尊严，还社会以公平，
让“老赖”无处躲藏、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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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家埠战役：“围点打援”军史留名
■ 本报记者 袁野

3 月 24 日，记者来到位于六安市裕
安区苏家埠镇的横排头景区， 虽然不是
周末，横排头景区依然游人如织。青山绿
水间，游客们缅怀着 89 年前在这里的一
场伟大胜利。

突破“围剿”，主动出击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鄂豫皖根据地

革命烈火熊熊燃烧，在六霍起义之后，皖
西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如火如荼， 以许继
慎为军长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蓬勃发
展， 而这一切引起了蒋介石集团的极大
恐惧。 1931 年 11 月， 红四方面军成立
后，蒋介石更加坐立不安，随即纠集重兵
部署在鄂豫皖地区，第三次“围剿”已成
箭在弦上之势。

“尽管国民党的军力远胜红军，但是
红四方面军总部经过慎重考虑，得出了敌
军布防空隙大、主力部队距离远、军队内
部派系斗争激烈等诸多弱点，决定开展外
线进攻。 ”六安市裕安区史志室副主任张
勇说。 在接连取得了黄安、商潢战役胜利
后，红四方面军决定东进皖西，发动对国
民党军的苏家埠战役，实施“围点打援”战
术，包围苏家埠、韩摆渡、青山店（今青山
乡），再打击前来救援的国民党军队。

东进皖西，苏家埠镇是要冲。为了阻
止红军向东挺进， 国民党也从六安沿淠
河东岸经苏家埠镇到霍山县构筑了一条
长长的防御线。

1932 年 3 月 21 日晚， 红四方面军
在徐向前的指挥下，红十师、十一师、七
十三师由西两河口暗渡淠河。随后，以七
十三师和霍山县独立团包围青山店，其
余部队继续北进。 22 日上午，红十师先
头部队进至青山店芮草洼， 歼灭苏家埠
支援青山店的国民党 1 个营， 红十师乘
胜追击包围了苏家埠。

为解救苏家埠的守军， 六安县国民
党军派出 2 个团沿淠河南下， 在韩摆渡
附近遭红军伏击后进入韩摆渡和苏家
埠，红军则趁势包围了韩摆渡，至此完成
了对苏家埠、韩摆渡、青山店三路守军的
包围之势。

两次打援，军史留名
漫步在繁华的苏家埠镇， 很少有人

会注意到隐藏在街道民居之间的一座小

小寺庙———永慧寺。 89 年前，这里是苏
家埠战役的前线指挥部 。 48 个日日夜
夜， 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成功进行了两
次打援行动。

在红军重重围困之下， 被困敌军的
士气和状态一天天低迷。 考虑到苏、韩、
青三处皆有牢固的据点工事， 徐向前命
令红十一师两个团置于平岗头、 樊通桥
一带，准备伏击六安方面的援军。 3 月 31
日， 国民党六安方面驻军指挥官岳盛暄
率六安、霍山两地 6 个团同时出击，南北
夹击企图瓦解我军的包围。 岳盛暄的部
队突破了马家庵、平岗头的我军阵地，其
先头部队在飞机的掩护下进至苏家埠东
北的凉水井、桂家老坟，在此处遭到红十
师二十九团的迎头痛击， 又被红十一师
追击，先头部队全团被歼，团长陈培根被
活捉，岳盛暄则率部逃回六安。 同时，霍
山的援军也遭红军击溃。 青山店的守敌
冒死突围被歼过半，第一次打援获胜，红
军解放了青山店。

4 月中旬，苏家埠、韩摆渡的守军被
困多日，缺衣少粮，士气更加低迷。下旬，
蒋介石委任厉式鼎率 15 个团约 2 万人
从合肥大举增援， 苏家埠战役第二次打
援拉开了帷幕。

“尽管敌人规模庞大、来势汹汹，但
是我军早有部署，等待敌人上钩。 ”张勇
说。 红七十三师布置在樊通桥一带，正
面阻击敌军。 红十师、十一师则担任左
右两翼，以少数兵力布于陡拔河东岸佯
装抵抗。

5 月 1 日，佯攻部队与敌人交火，敌
先头部队果然上钩，尾随红军冒险过河。
而往日总是静静流淌的淠河， 此时却突
然河水暴涨，将敌军截成了两段。敌先头
部队后路被河水截断，乱作一团，在后撤
过程中踩踏、中弹落水者不计其数。而未
渡河之敌， 则被红军和地方部队分割围
歼。红军直捣位于小华山的敌军指挥部，
活捉了厉式鼎。 苏、韩守敌在外无救兵、
内断粮草的处境下缴械投降。 5 月 8 日，
红四方面军在新安会馆广场、 如今的苏
埠中学门口举行了受降仪式。历时 48 天
的苏家埠战役落下了帷幕。

苏家埠战役共歼敌 20 多个团 3 万
余人， 俘虏厉式鼎及以下官兵 1.8 万余
人，缴获长短枪 1.6 万余支、机关枪 250
挺、炮 44 门、电台 5 部，击落敌机 1 架。

“苏家埠战役是围点打援战术教科书

级别的实例， 同时开创了红四方面军大
兵团作战的先河， 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
军事思想， 以至于被西点军校纳入军事
必修教材供学员学习。 ”张勇告诉记者。

淠水河畔，光辉永存
“父老乡亲，不要打枪。本是穷人，理

应反蒋……红军围城，铁桶一样，待援突
围，都是妄想。今日觉醒，不再上当，唯一
出路，就在投降……”

在坐落于横排头景区内的苏家埠战
役纪念馆内， 有一面墙醒目地书写着一
篇传唱于苏家埠战役期间的劝降长诗，
长诗出自五区妇女主任曹俊芝之手。 在
苏家埠战役期间， 她带领 10 个队员，对
苏家埠的守敌不断进行着劝降工作。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
于民众之中！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
中的论断在苏家埠战役中也得到了淋漓
尽致的体现。

在苏家埠战役中， 为了分散和牵制
敌人，减轻红军部队的压力，中共六霍县
委委员汪孝芝领导 2000 多名农协会员

掀起了冇牛岗起义， 牵制了敌人的部分
兵力； 为了保证红军作战部队的粮食供
应，皖西北道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吴宝才、
五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霍绍卿分别带队为
红军筹粮筹款，还组织担架队、运输队、
慰劳队、洗衣队、救护队、侦探队等各种
力量，在后方支援着红军作战。

“为了迎接建党 100 周年 ，目前苏
家埠战役纪念馆正在进行大规模的重
新布展 ，预计将在近日完成布展 ，重新
对广大游客开放。 ”横排头景区管理中
心主任胡恒告诉记者，苏家埠战役纪念
馆也是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
第二批红色旅游景点，每年接待游客 20
万人次左右。

“裕安区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除了
苏家埠战役纪念馆， 还有独山革命旧址
群、许继慎纪念园、中共六安中心县委旧
址等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会进
一步保护、利用好这些宝贵的红色资源，
让更多的群众通过这些革命遗址遗迹，
铭记党的百年光辉历史。 ”裕安区文旅局
副局长袁丽告诉记者。

荩 3 月 27 日，在阜阳安
息山陵园内， 前来祭扫的
市民在“文明祭祀、平安清
明”签名墙上签名，倡导人
们用文明、环保、绿色的方
式进行祭祀。

特约摄影 王彪

茛 3 月 26 日，马鞍山市花山区金家庄街
道矿内社区“七姐妹”志愿服务队的老年队
员手举宣传标牌， 在生活区向居民宣传文
明祭扫树新风。

本报通讯员 胡智慧 张妍 摄

荩 3 日 27 日 ， 滁州市南谯区银西社区
志愿者在琅琊山公墓开展 “绿色清明 、文
明祭扫 ”志愿服务活动 ，志愿者向市民发
放文明祭祀倡议书 ， 免费为群众发放鲜
花，引导居民积极践行文明 、节俭 、低碳 、
环保的祭扫方式。

本报通讯员 董超 王冠芳 摄

绿色清明
文明祭扫

“国门绿盾 2021”行动展开
本报讯（记者 郑莉）记者从合肥海

关获悉，海关 3 月 31 日启动打击非法引
进外来物种和种子苗木 “国 门 绿 盾
2021”行动，持续巩固和提升口岸把关能
力，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保障
种业健康发展。

行动中， 海关将严厉打击非法引进
外来物种， 依法严格办理动植物种质资
源引进和科研用途动植物检疫特许审
批，严厉打击不法个人、单位非法引进、
携带、寄递、走私外来物种。同时，密切关
注邮件、快件、跨境电商等渠道，结合大
数据、 智能化手段提升查获非法寄递种

子苗木的成效。 重点将关注农作物和蔬
菜种子、观赏植物等，严厉打击非法携带
种子苗木等违法行为。

据悉 ，合肥海关将加大执法力度 ，
依法惩治不法个人 、单位非法引进 、携
带 、寄递 、走私外来物种和逃避动植物
检疫的违法犯罪行为。 涉嫌走私、妨害
动植物检疫 、 非法引进外来入侵物种
犯罪的，将移交缉私部门处理。 通过督
导企业自律 ，强化主体责任 ，严防出现
非法引种、伪瞒报等行为。 通过普法宣
传教育 ， 提高公众自觉保护国门生物
安全的意识。

“守护山林就是守护我的家”
———记岳西县古坊乡上坊村生态护林员汪咏生

■ 本报记者 洪放

3 月 30 日清晨，岳西县古坊乡上坊
村生态护林员汪咏生骑上摩托车， 开始
了一天的巡山、值守、宣传等工作。 临近
清明， 老朱每天上午都会在村里重要的
进山口值守，劝导村民文明祭祀。

“乡里统一发了鲜花，碰到拿香纸、
鞭炮的村民， 我就会用鲜花把这些传统
的祭祀品换下来，确保没有明火上山。 ”
到达值守点， 从摩托车上拿出鲜花的老
汪告诉记者， 这样的做法乡里已经推行
了好几年， 随着移风易俗的观念逐渐深
入人心， 村民大多都自觉地不携带明火
上山。

今年 48 岁的汪咏生自小就生活在大
别山区，对山上的一花一木颇有感情。 早
些年，听闻自家及周边山区一些森林山火
的发生， 老汪便加入了村里森林扑火队，
成为了一名扑火队员，参与了多场周边村
庄、乡镇扑火行动。 2016 年，通过自主报
名，经选聘、公示等程序，他的身份又从一
名扑火队员转变为生态护林员。

2019 年，岳西县白帽镇发生森林火
灾，住在临近的汪咏生闻令而动，第一时
间通知全村护林队员，拿上灭火设备，火
速赶往事发地点。 从下午 3 点开始根据
指示开辟隔离带，一直忙活到夜里 12 点
才确定明火扑灭。为了防止余火复燃，他
选择留下来和当地护林人员坚守现场，
直到隐患全部消除， 这才拖着疲惫的身
子下山。事后得知，该场山火是因为路过
的车辆驾驶员乱扔烟头所致， 这也让汪
咏生在巡护中多长了几个心眼。

“一个小小的烟头稍不注意就会引起
一场大火灾， 那多提醒一次可能就会避
免一场火灾。”看见有村民在山边路边抽
烟的，汪咏生总会提醒几句。而在他巡护
的山林片区， 多年来更是没有发生一起
森林火灾。

跑得勤、巡得细、说得多，这是汪咏
生担任生态护林员最真实的写照。 防火
任务不重时， 他一天就得在山里转上八
九个小时。

“看着山越来越绿，树木越来越多，

我感觉挺值得的， 守护山林就是守护我
的家。”汪咏生告诉记者，由于妻子、孩子
都患有比较严重的疾病， 一家人曾是贫
困户，正是靠着当护林员和植树造林，这
才脱了贫。他对山林也有感情，把山护好
是自己最大的心愿。 如今， 他种下的油
茶、枫树等树木近 10 万棵。

古坊乡每年会集中组织护林员进行
知识培训。 如何保护珍稀树种、如何开展
防火宣传、如何种植油茶……汪咏生不仅
仔细记在本子上，还将这些知识用于帮助
他人。 “自打我前两年回来改造低质林发
展油茶， 咏生就三天两头往我的林子里
跑，手把手教我怎么剪枝整形、怎么施肥。
多亏了他，我家山上的野生油茶才能越长
越盛， 去年 10 多亩油茶收益达到了 3 万
多元。 ”上坊村脱贫户郑向宝感激地说。

汪咏生带动更多村民加入到护林增
绿队伍的同时， 他还在山区发展起了优
质稻米种植。

在当地乡、 村的支持下，2018 年，汪
咏生利用 4 万元小额扶贫贷款，联系一些
贫困户牵头成立优质稻米种植合作社，通
过土地流转、合作经营、自种代销等方式，
吸引了 120 户农户加入合作社。合作社与
安徽张海银基金会、荃银高科股份公司建
立长期帮扶关系，为村民无偿提供优质种
子和有机肥料，指导农民科学种田、降低
能耗、提高效益。 在合作社的带领下，村里
从过去种植水稻收入每亩不足 1000 元提
高到现在每亩 2000 多元， 全村优质大米
年产值达到 100 万斤，加入合作社的贫困
户户均增收 3000 元以上。

记者采访时， 汪咏生多次提到自己
是一名党员，就应该多为村里做一些事。
2019 年， 为防范非洲猪瘟疫情传入，村
里安排人员 24 小时值守进村主要卡口，
他主动提出长期值夜班， 这一值就是近
一年。“去年疫情，老汪主动要求值夜班，
连续两个多月白天宣传、晚上值班，人瘦
了一大圈，他是村里党员的典范。 ”上坊
村党支部书记徐声怀说。

不久前，汪咏生先后荣获安徽省“最
美生态护林员”、全国“最美生态护林员”
称号。

图为在苏家埠战役原址上竖立的徐向前元帅铜像。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