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劳模、四川种都种业公司法人刘光基
因高额债务未执行，被成都多家法院列为失信
被执行人，目前因拒执行为已先后被高新区法

院和彭州市法院分别处以15日司法拘留。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该公司在成

都其他法院涉及更多债务，武侯法院也公开
了刘光基拒执案，执行法官
称先后二三十次拨打刘光基
的个人手机，均无人接听。

武侯法院法官：
被申请人拒不配合的态
度非常恶劣

2014年7月，成都市民黄
老先生与四川种都种业公司
（以下简称种都公司）签订借
款合同，约定黄老先生借款
给种都公司 10 万元，月息
1.5%，借款期限 8 个月。同月
28 日，黄老先生向借款人支
付了这笔借款，并于当日开
始计算和支付了利息。合同
到期后，种都公司拒绝偿还

本金 10 万元，其利息支付到 2015 年 7 月。黄
老先生多次催款无果后，向武侯法院起诉。在
案件审理过程中，种都公司未到庭应诉，法院
缺席审理后判决，被告四川种都种业公司在
2015年11月15日前向黄老先生偿还本金10
万元及利息，并支付违约金 6247 元。判决下
达后，种都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黄老先生遂
向武侯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这个案件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先后拨打
过二三十次刘光基的手机，电话是通的，就是
没人接听。”承办此案的万法官向成都商报记
者介绍，被申请人拒不配合的态度非常恶劣。

在收案后，万法官对种都公司名下的财
产进行了清理，发现这些财产均已被其他法
院查控，大多数银行账户没有存款可供冻结。
法院只好在已查封财产的基础上，办理了轮
候查封，同时在工商部门办理了暂停工商信
息变更的措施。

万法官表示，鉴于刘光基目前处于彭州
法院司法拘留期间，武侯法院将尽快将此案

相关文书送达，并责令种都公司限期履行，如
果其拒绝履行，武侯法院不排除对其法定代
表人刘光基采取强制措施。

变卖流标
查封种子未能及时变现

记者还了解到，青羊法院办理的标的额
为 400 余万元的执行案件，目前也已进入财
产处置阶段。8月25日和9月27日，青羊法院
就其查封的位于四川国储物流资中分公司的
种子，分别委托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
司进行变卖，目前均已流标未能及时变现。

四川国储物流公司资中分公司负责人沈
总表示，经过确认，种子数量与法院查封数量
一致，仓库还对货物及时除虫种子没有发霉
变质，同时对因胶水脱落而掉到地上的封条
进行了及时还原。据悉，这批种子目前仍处于
法院查封状态，等待处置。

成都商报记者 周茂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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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血请缨加入敢死队
白求恩用一截羊肠救了他

为卖车 贴“牛皮癣”
城管：随意乱贴小广告违规

上周五，一纸“离婚协议”出现在太
平寺公交站站牌旁边的路灯杆上。“协
议”上写道：“最近XX畅销的SUV只需
要……你要是还不买，老娘坚决和你离
婚，而且把娃儿也带走……”昨日，成都
商报记者找到贴小广告的汽车销售公
司，该公司市场部经理陈志辉承认，小广
告确实是公司贴的，“老板要求花钱少，
传播广，我们就做了这个……”

陈志辉说，小广告只贴了两张，“考
虑到这样做在法律法规上走不通，我们
当天下午就撕了。”对于这则广告，当地
城管部门称，随意在街道上张贴“小广
告”、“牛皮癣”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
将予以制止。

网上流传的图片中，公交站牌旁边路
灯杆上贴着一张A4纸，标题为“离婚协
议”。“老李……嫁给你都七年了，连个板
凳都没给我买过。最近XX畅销的SUV只
需要……你要是还不买，老娘坚决和你离
婚，而且把娃儿也带走……”协议的最下
方，还竖着印上了该售车公司的联系电
话。根据图片中的位置，10月14日，成都商
报记者在火车南站西路上见到了小广告
的“真容”。小广告贴在太平寺公交站站牌
旁边的路灯杆上，留下的电话被扯掉了一
个，偶有附近等公交车的人看一下。

对于贴在电线杆上的 4S 店卖车小
广告，火车南站街道办城管科一名工作
人员称，这类随意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
张贴小广告的行为违反了《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管部门将进行巡
查，一经发现将立即予以制止。

成都商报记者查询到，《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
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
刻画或者未经批准张挂、张贴宣传品等
的，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
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除责令其纠
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
处警告、罚款。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武侯法院法官:拨打几十次刘光基手机均无人应

资阳11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成“老赖”将丧失任职资格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资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获悉，截至目前，该院已向资阳
市人大常委会、政协资阳市委员会提请
取消 11 名因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的企业界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资格。
资阳市人大、政协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即
将进行的换届选举中，这些被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将
不再提名。

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6月，四川省依法治省领
导小组下发《关于“两年基本解决执行
难”工作的意见》，明确对拒不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义务或干预执行的党政干
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工作人员，不得
提拔使用、评优晋级、表彰奖励。随后，资
阳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被列为失信名
单的被执行人不予推荐为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已担任的在换届中以法定程序
予以罢免、撤销。今年8月，资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向资阳市人大常委会、资阳市政
协提交了关于建议取消失信被执行人人
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资格的请示，推送了
11名企业界的资阳市或县区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其中，人大代表6名、政协委员
5名。11名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涉案的执
行标的金额在数十万至数千万元不等。

昨日，资阳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
委相关负责人向成都商报记者表示，本届
人大代表任职期限只剩下不到2个月，6
名被列入被执行人名单的人大代表将在
即将进行的换届选举中不再提名，丧失
下一届的任职资格。政协资阳市委员会
地方政协和委员联络委员会相关负责人
也表示，在即将换届的政协委员推荐中，
政协将邀请法院、公安、税务等部门一起
审查推荐名单，对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等的被推荐人，将不再提名其担任政协
委员。 陈旭东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世界上最长寿的那只大熊猫走了！这只在唐家河保
护区出生、在卧龙长大的大熊猫，16日在香港走完了它
38年的生命，被实施安乐死。昨天，成都商报记者联系
到它生前生活居住的香港海洋公园，园方告诉记者，佳
佳是在其他医疗救护手段皆无效，为避免其继续受苦，
基于人道理由而实施的安乐死。佳佳的遗体将被解剖，
以便进一步了解此物种及大熊猫的治疗。

无法医治而实施安乐死
佳佳遗体将解剖研究
香港海洋公园昨接受成都商报专访，披露佳佳生前身后事

无法可救
基于人道理由对佳佳实施安乐死

香港海洋公园此前向媒体通报，过
去两周，佳佳的健康状况急剧转差，进
食量由逾10公斤急降至3公斤以下，体
重由71公斤跌至约67公斤。

昨天香港海洋公园在向成都商报
介绍佳佳生命最后几天的状况时称，佳
佳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而且完全没有
食欲。16日早上已不能走动，只能倒卧
在地上，十分虚弱，香港渔农自然护理
署及海洋公园的兽医基于人道理由，一
致同意为佳佳进行安乐死，以避免它继
续受苦。

香港海洋公园兽医总监马伯乐于
16 日在佳佳的居所内为其进行安乐死
程序。园方向成都商报介绍，佳佳离世
时，身边有它最亲近、最熟悉的人，包括
照顾它多年的护理员、兽医等。

在回复成都商报记者“何种情况

下，基于何种理由为佳佳实施安乐死”
的问题时，香港海洋公园称：“一般来
说，只有当医疗护理等其他方案皆不再
有效可行，无法消除或减轻因疾病、残
障、受伤或老年所致的痛苦，才会考虑
安乐死。此决定也切合动物园和水族馆
协会就安乐死设立的准则。”

后事安排
佳佳遗体将被解剖用于科研

香港海洋公园告诉成都商报，从佳
佳17年前来到香港海洋公园至其离世，
他们一直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紧密联系，务求为它提供最切实的护
理。特别是佳佳开始变得年老体弱时，
联系更频繁，一同商讨方案令它晚年过
得尽量舒适。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德生昨天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双方
曾多次商讨治疗方案，在佳佳最后几

天，海洋公园还发来视频资料，“从视频
来看，当时佳佳确实已经生命垂危，没
有通过医疗手段使其康复的可能了。”

香港海洋公园实时将佳佳离世的
消息通知香港特区政府及中国大熊猫
保护研究中心。

关于佳佳遗体的处理，香港海洋公
园昨日答复成都商报称，公园及渔农自
然护理署会一同对佳佳的遗体进行解
剖，解剖结果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此物
种及大熊猫的治疗。佳佳遗体的组织样
本将被保留以作进一步研究。海洋公园
正与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国大熊猫保护
研究中心讨论佳佳的身后事，例如解剖
后遗体的处理。

香港海洋公园表示将在视频网站
上传一段有关佳佳的影片，表达对它的
怀念之情，并将从22日起在“香港赛马
会四川奇珍馆”外设立悼念板，让游人
向佳佳致意。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图片由香港海洋公园提供

佳佳享年 38
岁，相当于人类 114
岁。去年7月，佳佳刷新
了两项吉尼斯世界纪
录：“迄今为止最长寿
的圈养大熊猫”和“最
长寿的在世圈养大熊

猫”。

“刘金山是最能打的一个，太英勇了
……”王永模不停重复着感叹。其实大字不
识一个的刘金山，“没别的，就是会打”，这是
部队将领和战友们对他的一致评价。“出拳
都要带嗖嗖的风声”，这还是刘苏芳听部队
里的人说起的。

在王永模收集到的夺桥勇士中，主要来自
红一军团2师4团1营2连，而刘金山却来自3
连。这在夺桥指挥官，红一军团2师4团政委
杨成武的回忆录中，记载了答案。

1935年5月，赫赫有名的红军17勇士强
渡大渡河后，要用仅有的几只小船将几万红
军渡过河去，最快也要一个月。于是红四团
授命急行军赶到泸定桥，并当下挑选22名精
壮勇士组成突击队，冲锋夺桥。

抽调组成突击敢死队的任务落在了 2
连，而刘金山所在的3连完成铺桥板的任务。
20来岁的刘金山偏偏要参加突击队，“我是
三连的党支部书记，我也要参加敢死队，我
枪打得准，又会甩大刀……”在刘金山难得
留存的口述资料中，有段对泸定往事的追
忆。他不会写字，为了表决心，就把食指咬破
血滴在旗上。刘金山不仅被增补进突击队，
还被杨成武任命为指导员。

许多年后，杨成武在自己的《忆长征》回
忆录中，还写下了这样的画面：22名勇士，每
人肩上斜挎一支驳壳枪，背上插着一把大刀
片，手里提着一挺冲锋枪，腰间别满手榴弹
和子弹……“我宣布，请队长廖大珠、指导员
刘金山接旗”，两人跑上前去，接下队旗。

81年前，大渡河畔，泸定桥头，22位勇士组成突
击队，攀着铁索匍匐挺进。那一役，红军的命运就此
转折，红军飞夺泸定桥的传奇，也因此流传。

长达40多年，曾在泸定县工作的王永模执着地
坚持着一件事，将那22位勇士的名字集齐。如今，老
人已经收集到12位勇士的姓名，病榻之上，他却在
挂怀尚未找到的10位英雄。

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成都商报推出泸
定往事系列报道，同时发起找寻夺桥勇士的活动。如
果您了解，或曾经了解过夺桥勇士的相关线索，希望
能联系我们，让22位勇士的姓名，重新镌刻到泸定
桥头，让我们对勇士们的缅怀，永不落幕。若有相关
线索，欢迎拨打028-86510224。

滴血请缨
本来由2连担任突击敢

死队的任务，但3连的刘金山
主动请缨，“我是三连的党支
部书记，我也要参加敢死队，
我枪打得准，又会甩大刀
……”他不会写字，为了表决
心，就把食指咬破血滴在旗上

最高奖励
刘金山等18位飞夺泸定

桥的幸存勇士，受到了中革军
委最高待遇的嘉奖：每人一副
碗筷、一套衣服、一支钢笔

一截羊肠
抗日战场上，刘金山负伤，

腹部被刺穿，送入战地医院后，
为他救治的医生正是白求恩。
条件艰苦，白求恩用一截羊肠，
换掉刘金山坏死的肠子

““能打能打””的刘金山的刘金山

泸定桥近几日游客越来越多——明天
就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纪念日，缅怀
英烈的气氛，正在这方土地蔓延。

人们站在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公园门
前，能够看到22根花岗岩石柱，那代表着22
位夺桥勇士。然而石柱中，只有5根标注了勇
士姓名，2根雕出了勇士头像，其余皆模糊。

这就是年近80岁的王永模老人坚持了
半辈子的事，他想要填满这22个名字。数十
年过去，12位夺桥勇士的名字已被老人收
集（本报昨日报道），如今，病榻之上的王永
模仍能清晰背出12位勇士的名字。其中一
位勇士，他在提起之时，不忘加上“能打”两
个字，同时颤巍巍地竖起大拇指。那是当年
幸存勇士之一的刘金山。

然而，低调一生的刘金山，甚少与人讲
起自己的赫赫战功。直到几年前，其女儿刘
苏芳来到了泸定桥，梳理父亲生前经历交给
王永模，这位长征路上“战神”的浴血过往，
才被逐渐拼凑起来。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实习生 杨雨嫱

最能打的他 主动请缨要加入敢死队

同样被刘金山家人完好保存的，还有一
根银针和一张伤残证。红军当年过雪山和草
地时，没有食物，凡是草地上能吃到的野菜、
能捉到的野物，战士们都弄来充饥，但仍然
不断有人倒下。刘金山因而弄来一根银针，
吃野菜野物的时候，先试试有没有毒。这根
针，还真救过不少人的命。

伤残证牵出的，则是刘金山抢夺腊子口
时的经历。1935年，红军向腊子口发起进攻，
却碍于地势险要而无法展开。一名小战士提
出引路，带领刘金山和几名战士从后山攀爬
翻越。敢死队再次成立，刘金山任队长，冲在

翻山的第一个。快到山顶时被敌人发现，被
一枪打中了手指。直到去世，刘金山的右手
拇指和食指中间，都留着这道疤痕。

1999年，90岁的刘金山在江苏去世，很
少有人知道，他去世时，腹中还有一截白求
恩为他手术接入的羊肠。那已是抗日战场，
刘金山负伤，腹部被刺穿，送入战地医院后，
为他救治的医生正是白求恩。条件艰苦，白
求恩用一截羊肠，换掉刘金山坏死的肠子。

新中国成立后，刘金山任过山东省湖
西、菏泽、济宁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务。然而那
段飞夺泸定桥的经历，他却甚少跟人提及。

一道烫伤的疤痕 牵出当年的熊熊战火

刘金山一侧肩下的胳肢窝，有一道老
疤，那是在泸定桥上留下的。

架在大渡河上的泸定桥，凌空30米高，长
100米。在杨成武和其他战士们的回忆中，准
备攻桥之前，泸定桥的桥板早已被撤，剩下光
溜溜的13条铁索，4根在两侧，9根在桥面。

廖大珠和刘金山冲在前面，攀上铁索前
行。杨成武回忆这段惨烈往事时，如同画面
重现。战士魏小三最早牺牲，从桥上脱手落
入河中。接着，中了弹的刘大贵也趴在铁索
不动了。紧跟着，刘大贵落入水中。不料对岸
燃起火来，铁索烧得发烫，冲在前面的刘金

山始终抓着铁链，手臂下的疤痕，正是匍匐
在铁索上烫下的伤痕。

“那么烫，你还抓得住？”刘苏芳问父亲，
刘金山只有一句实在话：“那也得抓啊，不抓
住不就掉下去了嘛。”

4位勇士牺牲，其余包括刘金山在内的
18 位勇士，受到了中革军委最高待遇的嘉
奖：每人一副碗筷、一套衣服、一支钢笔。

80年过去，虽然碗筷和衣服早已用坏，
但刘金山的钢笔被完好保留了下来。刘苏芳
记得，父亲在延安抗大学习时，还把钢笔插
在胸前的口袋里拍了一张照片。

银针、羊肠、伤残证 白求恩用一截羊肠救了他

特别鸣谢四川民族出版社 本文部分史料参考
自赵宏、王永模编著即将出版的红军长征系列丛书
之《飞夺泸定桥》

征/集/热/线

飞夺泸定桥勇士
你们在哪里？

珠宝店失窃损失近200万
窃贼或爬脚手架从通风管道潜入

昨日早晨，龙泉驿区欧鹏大道旁的
一家珠宝店，店员一拉开门，就被里面的
场景吓蒙了，靠近左侧的柜台上，堆满了
红色盒子，里面的珠宝、黄金荡然无存。

事发后，龙泉警方迅速介入调查。据
珠宝店负责人介绍，窃贼应该是从店内
的通风口潜入，店外的脚手架或为窃贼
进入店内提供了便利。

珠宝店距离龙泉驿地铁站不远，由
于外墙正在进行风貌改造，从珠宝店到
上面的4楼都布满了脚手架，足足将整
幢楼围了一圈，架子第一层布满了木板
和绿色的防护网。如果顺着墙外脚手架
攀爬，一直可以爬到楼顶。

在珠宝店大厅内，通风口引起了民
警的注意，民警搬来人字梯爬上去，正方
形的口子刚好可容纳一人，民警将半个
身子都探了进去。“应该就是从这里进来
的。”珠宝店负责人表示，不过，店内的监
控系统遭到了破坏，没有记录下有多少
人潜入店中行窃。

“粗略算了一下，损失应该在两百万
左右。”珠宝店负责人透露，被盗的货物
有黄金、珠宝、铂金等首饰。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香港海洋公园为38
岁的佳佳庆生

（资料图片）

刘金山

找寻飞夺泸定桥22勇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