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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士兵陈昊的公益之路
■张航川

石化工人、滨海好人、禁毒宣传员、艺

人……我们很难将这些身份集合到一个人

身上。但是，天津大港籍退役士兵陈昊做到

了。十几年来，他全身心投入公益事业，走

出了一条属于退役士兵的公益之路。

群众口中的“热心老兵”

1997 年，陈昊穿上军装、打起背包，

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提起两年的

军旅生涯，他说：“军营锤炼了我钢铁般的

意志，军人的本色已经融入了我的血脉。

说起陈昊，住在大港养老院的李大

爷打开了话匣子：“小陈可是个大好人，

他经常带人来我们这里做义工。他们来

了，就要做家务、拉家常、演节目。只要他们

来了，养老院里到处都充满了欢声笑语。

在退伍后的十几年时间里，陈昊先

后多次义务献血，并成为捐献造血干细

胞志愿者。他还帮助骨折患者做康复训

练，陪伴身边无子女的老人到医院看病，

参加社区各类公益活动……2013 年 5
月，在滨海新区首届“滨海好人榜”评选活

动中，陈昊被授予“身边好人”荣誉称号。

2014 年 10 月，他又入选“中国好人榜”。

警官眼中的“编外警察”

2008 年，陈昊参加了一场在青泊洼

强戒所举行的禁毒帮教活动。演出间隙，

陈昊与台下的“观众”握手互动，却看到

了一双双痛苦、无助、自卑的眼神。演出

结束后，民警告诉他说：“他们都是因吸

毒而患上艾滋病的人。”

走出强戒所，陈昊的心情久久不能

平静。他主动找到公安部门，自荐成为禁

毒义务宣传员。从此，陈昊跟随禁毒民警

走进学校、社区，走上街头，摆放宣传牌，

发放传单，抓住一切时机讲解毒品的危

害，呼吁更多的人远离毒品。有时讲得口

干舌燥，连口水都顾不上喝。

大港分局刘警官介绍说：“只要我们

有禁毒集中宣传活动，陈昊都主动参加，

他的禁毒知识可以和专业人士相媲美，

大家都称他是‘编外禁毒民警’，他还被

评为‘天津市禁毒公益人物’荣誉称号。”

官兵心中的“明星班长”

陈昊生在天津、长在天津，自幼痴迷

相声。经过多年的磨炼，他成为小有名气

的业余相声演员。业余时间，陈昊有很多

演出机会，但他没有利用自己的一技之

长去谋取经济利益，而是投入到公益事

业，特别是为驻地部队官兵服务中去。

为了更好地为部队官兵服务，他组

织成立了“学雷锋志愿服务演出队”，把

部队、学校、社区的文艺骨干吸收进来，

用身边的人和事进行创作。几年来，他们

先后创作了 《我是一个兵》《生命接力 4
小时》《雷锋精神永继承》等作品。

驻地武警某部教导员杜建波介绍

说：“这几年，陈昊多次到我们部队进行

慰问演出，还帮助我们排练节目，很受官

兵欢迎。他是部队退伍的老班长，更是官

兵心中不折不扣的明星。”

依法实现“不越雷池一步”
———对河北省迁安市破解国防工程防护难题的调查

■李红军 邵云阁 本报记者 刘 婷

洞库、阵地、发射台、军用光缆、地下

指挥所……这些国防工程，在普通人看

来陌生而又神秘，然而，它们却是为保卫

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在边境地区、濒海

地带和内陆战略要点所构筑的国防工

程，是新形势下捍卫和平、维护安宁的有

力盾牌。

管控难度凸显

“某个体采石场涉嫌破坏国防工程，

开采行为已接近规定范围……”近日，迁

安市人武部接到举报电话，通过调查核

实，群众反映情况基本属实，如再不制

止，任其继续开采下去，将严重威胁国防

工程的安全。当前，一些单位和个人，只

顾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置国家安全于

不顾，各种损害国防工程的事件时有发

生，这一矛盾在迁安市尤显突出。

迁安市承担着近几十处国防工程的

管理保护任务，这些国防工程主要为建

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防坑道，多

数位于辖区内石灰石、铁石含量蕴藏量

十分丰富的西南部山区。随着改革开放

和军事斗争准备的深入发展，特别是迁

安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基础设施建设规

模不断扩大，军事设施保护工作面临诸

多新情况、新问题，亟待解决。

“有的国防工程附近存在采石厂，

开山采石行为逼近了规定的安全控制

警戒线，国防工程周围地貌破坏严重；

有的国防工程洞口被好奇的牧民或儿

童开启，伪装林木被砍伐，标桩丢失损

坏，警示标识字迹不清，起不到良好的

警示作用；还有的国防工程因山体构造

复杂、岩石质地疏松，工程局部已有坍塌

现象……”该市太平庄乡民兵连长马贺

民向记者介绍。

由于个别基层单位对国防工程保

护的重视程度不够，维护资金投入不

足，看护人员责任心不强，反馈情况不

够及时准确，再加上国防工程多数处于

相对偏远的山区，周边村民分布较散，

难以集中，法律宣传难开展，给国防工

程的防护工作带来了诸多挑战，管理难

度不断加大。

加强规范管理

迁安市某采石厂的变压器被强制拆

除，施工机械被查封……这是近期由迁

安市军事设施保护领导小组牵头，公安、

法院、国土、环保等部门联合实施的保护

国防工程执法行动，给逼近国防工程开

采矿石的行为设立了红线，敲响了警钟。

“在和平时期，这些现象产生的隐患

难以显现，但一旦遇到突发情况，就会对

国防安全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必须要

做好国防工程设施保护管理工作，依法

管理、依法实施。”2015 年 1 月 30 日，迁

安市武装工作会议上，市人武部部长王

建伟带领一班人对如何做好国防工程防

护进行了研究讨论。他们组织与会人员

学习《军事设施保护法》等法规文件，要

求相关部门拿出具体措施。

讨论过后，他们拟定了遵循“依法

保护、突出重点、军民共管、协调发展”

的原则，采取定类、定址和定责的“三

定”管理方法，加强对军事设施的规范

管理。定类，就是以《军事设施保护法》

有关规定为依据，将辖区内所有军事

设施划分为军事管理区和军事禁区两

大类，以设施破坏的危险程度、设施保

护的难易程度为参考，采取不同的防

护措施；定址，就是以驻军单位为主

体，对应当保护的每一处军事设施进

行登记统计，完成图上定位和地理定

位，按照有关规定划定范围；定责，则

是确定每个军事设施保护责任单位或

责任人。公安机关把军事设施周边地

区的社会治安作为执勤巡逻的 重 点 ；

军事机关负责军事设施的日常 管 理 ；

地方基层组织和人民群众协助部队加

强军事设施管理。

为搞好工程管护，近年来，该市对

国防工程保护区域内的标志进行重新

设立和补缺。记者了解到，他们先后设

立和更换了 38 块界碑、警示牌等标志

物，做到了保护区域内有警示、工程附

近有标志。为了进一步做好封堵伪装，

他们利用制式器材与就便器材相结合

的方式，对暴露洞口进行封堵，并通过

堆放石块、种植草皮等方法进行伪装。

并通过指定专人对工程进行看护，落实

基层武装部每月一次和人武部每季度

一次的巡察制度，通过人武部、乡镇武

装部、工程所在村的民兵连长及工程管

护员四方人员对每个山头逐个检查，发

现问题现场指出、当场改正，全面提高

工程管护质量。

推进常态化维护

军事设施保护是一项全民性、群众

性、长期性的工作，必须发动全社会的力

量，坚持不懈，紧抓不放，才能取得最大

的防护效果。为此，该市深入开展联防联

保，把各项保护措施纳入军地共管协作

机制。融合军警民各方力量，为军事设施

保护工作“护航”。

该市目前已经协调公安部门对军

事设施周边进行清理整顿，并在政府的

帮助下，定期对军事设施的防护铁丝

网、水泥桩、标志牌、军事工程出入口进

行维护、更新，并通过军警民联合加强

了军事设施周边的巡逻、走访。

但该市涉及国防工程保护的地区

较多，其辖区多个乡镇都面临国防工程

防护的难题，因此，必须加强宣传教

育，提高人民群众保护军事设施的自觉

性，才能从根本上推进国防工程的常态

化维护。为此，该市充分运用网络、广

播、电视、报刊等媒体，采取悬挂横幅、

张贴标语、印发宣传册等多种形式，广

泛开展 《军事设施保护法》 的普及宣

传，引导群众关注、支持军事设施保护

工作，不断提高群众依法保护军事设施

的自觉性。

保护好国防工程，是事关国防和军队建设、事

关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国家安全利益的大事。深入

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依

法开展国防工程管护，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

要而艰巨的任务。近年来，经济建设与国防工程

“抢地盘”“争空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一些国防工

程处境日渐尴尬，损害国防工程的行为时有发生。

对此，河北省迁安市严格依法管护，从实践中寻找

答案，使国防工程军民共管工作走上规范化轨道，

努力实现“不越雷池一步”，其做法值得借鉴。

“解放军，亚克西”
■唐继光 摄影报道

平整路基、拉运沙石料、填压路面……1 月 28 日，新疆军区某部为驻地库车县阿拉哈格镇喀拉墩村修建的通村公

路基本建成。兴高采烈的村民们纷纷从家里端来核桃、香梨、葡萄等瓜果，送给辛勤施工的官兵们。走在修葺一新的出村

公路上，村民吐尔逊·达吾提想到自家种植的苹果、核桃再也不用愁运不出去了，高兴地直夸“解放军，亚克西！”

图①：该市组织人员巡查

国防洞库，对有问题的工程逐

一登记。

图②：已经暴露洞口亟待

维护的国防洞库。

图③：正在施工的某企业

已对附近的国防工程产生不利

影响。 杜彦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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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

②②

这
次
阅
兵
不
简
单

■
韩
文
祥

1 月 23 日，外交部发言人正式

回应，确认将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70 周年纪念日为契机举行大

阅兵。虽然关于本次阅兵“国外首脑

参加”、“设老兵方阵”等消息尚未定

论，但仅从这次阅兵突破常规、首次

在非国庆节举行来看，这一庆祝活

动有着深远考量。

首先，这是一次展示军事力量、

表达和平决心的阅兵。当前国际局

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局部动荡、地

区冲突、利益争端愈演愈烈，所有的

博弈与竞争都要以国家的军事实力

为支撑。“军人打仗有底牌，国家安

全才有底数”，通过阅兵，我们将向

世界展示人民解放军的军容、军威、

军备，展示过硬的军事硬实力，而阅

兵时机的选择，则是向世界宣示我

国维护世界和平秩序的决心。

其次，这是一次凝聚国人信心、

提振官兵士气的阅兵。十八大以来，

反腐整风效果显著，深化改革稳步

推进，经济建设加速转型，国家面貌

焕然一新，我们亟需一次大事件来

凝聚国人信心、提振官兵士气，这次

趁热打铁的阅兵就是最实在的反腐

工作总结、最生动的改革成果展示、

最详实的战斗力生成答卷。

阅兵也是对军队形象的一次公

开展示。最近，有关我军的话题常成

为舆论焦点，一时“百家争鸣”，虽然

有“解放军单兵装备有多贵”这样的

争辩，但我国军事实力稳步提升却

是不争事实；虽然有“救灾部队浑水

煮泡面”这样的质疑，但军民的鱼水

深情却有目共睹；一边是片面的存

疑，一边是行动的铁证。这次阅兵将

会扫清舆论环境下的雾霾，用主旋

律传递正能量。

阅兵在即，虽然大多数官兵无缘

现场，但仍然可以用实际行动来参与：

首先是要维护好自身形象，解决处理

好驻地周边的军民矛盾、军地纠纷，

为阅兵的顺利举行创造良好的舆论

环境。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加大国

防教育力度，提高群众对此次大阅兵

的关注度，使其主流影响力、正面作用

力、积极感召力的传递无远弗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