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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国家安全 助推国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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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更为了传承
团圆、寻找、感恩是最能打动人的主

题。正因为此，央视推出寻人节目《等着

我》以来，收视率屡创新高，连续登顶周

末黄金档。上面两则也是寻亲故事，只不

过，帮助的对象很特殊———已为国捐躯

长眠九泉的烈士。与烈士素昧平生的群

众热心追寻，留下和还原的是一段血与

火的红色历史，更是一种精神和情怀：壮

士可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而后

人会铭记中华民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

贫弱走向富强的征程上的每一次牺牲、

每一滴热血、每一位英灵。不忘初心，将

烈士之志薪火相传；坚定信念，沿复兴之

路阔步向前！

云南省军区严格文印操作规程

图文资料集中监管印制
本报讯 徐海涛、记者严浩报道：

4 月 18 日，记者在云南省军区机关集
中文印室看到，一名机关干部使用写
真机和绘图仪印制好军事地图后，在
文印员的监督下当场将电脑上的信息
删除，并销毁其样板资料。“安全保密
问题，必须从源头抓起。”该省军区军
务处长贺靖介绍说，机关集中文印室
建成 3 年来，机关干部和文印员严守
操作规程，杜绝了失泄密事件发生。

扎紧安全防护的“篱笆”，防患于
未然。贺处长告诉记者，集中文印室没
有建成之前，因机关的办公设备有限，
无法印制大型的图画。需要印制、喷绘
大型图画时，官兵只能选择去地方广告
公司。尽管事先与地方广告公司签订了
保密协议，但是其公司人多眼杂、且电
脑均连接了互联网，安全隐患较多。
“军事秘密一旦流传出去，损失不

可挽回。”贺处长说，一次例行性的保密
检查中，检查人员发现部队到地方广告
公司印制涉密资料安全隐患突出，便向
省军区领导汇报了筹建机关集中文印

室的方案。征得同意后，他们立即采购
了 2 台技术先进、功能齐全的写真机和
绘图仪，为机关印制大型图文资料。

设备到位后，他们依照相关保密规
定，对机关到集中文印室印制涉密资料
作出了专门规定，要求必须经相关领导
审批，必须使用保密室配发、登记编号
的一次性光盘，或经“保密管理系统”注
册的涉密移动载体将文件导入文印电
脑内实施打印。涉密资料打印或印制完
毕后，承办人要及时删除文印电脑上的
电子信息，并在文印员的现场监督下，
将其清样、底板、废页以及用过的光盘
粉碎销毁。
“集中文印，不仅消除了安全隐患，

又节约了办公成本。”军务处参谋王世
军告诉记者，文印工作对设备技术依赖
较高，他们在探索新形势下保密工作方
法的同时，积极学习和引进先进的文印
保密管理技术，以更科学的方法、更严
密的管理、更有力的措施，把保密工作
抓实、抓好、抓出成效，切实守住安全底
线，用实际行动拥护支持和助力军改。

山东省出台今年高招录取规定

明确拥军扶持性加分政策
本报讯 高永堂、记者熊永岭报道：

4 月 10 日，记者从山东省教育厅学生处
获悉，山东省 2017 年夏季普通高等学校
考试招生《工作实施意见》已出台。今年，
该省进一步调整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取
消了少数民族考生等加分，但是对烈士
子女、退役军人等拥军扶持性加分政策
予以保留，并调整分值、细化办法，确保
政策执行不走样。

参与起草文件的省教育厅学生处徐
老师告诉记者，山东省人口基数大，为体
现公平，考试加分控制一年比一年严格，
而保留拥军扶持性加分则是对军人奉献
的肯定，更是为了在全社会营造从军光
荣、尚武有位的浓厚氛围。

记者在《意见》中看到，烈士子女高
考成绩总分低于高校调档分数线 20 分
以内的，可以向高校投档；自主就业的退
役士兵，可在其高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
增加 10 分投档；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
（含）以上或被大军区（含）以上单位授予
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可在其高考成绩
总分的基础上增加 20 分投档。

省招生考试院普招处工作人员刘胡
梁告诉记者，为了确保优待政策落到实
处，他们已对文件规定的加减分数项目
进行了分类，信息处再根据这些项目对
招生系统进行升级，确保照顾项目模块
都嵌入到电脑系统里。招生工作开始
后，普招处对学生档案一一进行审核，
将符合条件的人员名单录入操作系统，
电脑根据学生报考志愿自动加减分进行
投档。

文件还明确了对于退出部队现役的
军人，平时荣获二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
等功以上奖励、一至四级残疾和因公牺
牲的军人子女，在国家确定的三类以上
艰苦边远地区、西藏自治区、军队划定
的二类以上岛屿工作累计满 20 年的军
人子女，在国家确定的四类以上艰苦边
远地区或者军队划定的特类岛屿工作累
计满 10 年的军人子女，达到飞行最高
年限的空勤军人子女，从事舰艇工作满
20 年的军人子女，在航天和涉核岗位
工作累计满 15 年的军人子女等享受优
先录取待遇。

4月 12日至 14日，2017年北京国际军民融合装备展会举行。此次展会以“军转民惠及大众，民参军赤心报国”为主题，以“搭平台、促交易、助投资”为主要目标，

吸引来海内外近 200家参展商。图为参展企业向参观者介绍新型无人机性能。 本报特约记者 屈雷宇摄

浙江省着眼军民深度融合培塑社会发展“领头雁”

县处级干部，先参加国防培训后上岗
本报讯 记者罗正然、通讯员李啸

报道：4 月 15 日，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浙江各地展开形式多样的国防和国家
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担纲活动策划组织的
地方干部创意多、落点实。3月 31日，绍兴
市召开军民融合低空域管理改革试点方
案研讨会，当地领导的发言既有军事变革
的高瞻视野，也有紧贴区域的全维思考，
让与会军地代表刮目相看……

记者采访发现，不少新走上县处级
领导岗位的青年骨干对国防建设和军
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思考颇有深度，省委
组织部的同志为记者揭开了其中的奥
秘：近年来，该省要求县处级后备干部
任职前必须先接受国防素质培训，打造
了一批具有国防和经济协调发展视野、
深谙军民融合发展之道的基层带头人。

4 年来，已有 200 余名市管处级后备干
部从中青干部国防素质培训班走出。

地方中青年干部是未来领导经济
社会发展的“领头雁”，在他们身上嵌入
国防热源，可以形成宽广的辐射效应。
近年来，浙江军地在强化全民国防观念
上“找泉眼”“掘深井”，牵住了中青
年干部这个“牛鼻子”。站军姿、走队
列，风雨无阻进行；练战术、练瞄准，
地上摸爬滚打；负重拉练、走打藏防，
挑战体能极限……4 年来，培训地点从
省委党校到部队军营，授课内容从法规
知识到强军战略，训练模式从参观体验
到实践锤炼，一次比一次军味浓烈，一次
比一次接近战场，参训人员接受了身体
和精神的双重洗礼。

形势解读、理论辅导、影视展播、座

谈交流、入营体验。他们按照“灌注+实
践+研讨”的模式展开，从首次试水到深
潜探渊，请院校专家全面介绍世界军事
格局和我国周边安全形势，并由省军区
领导进行党管武装工作和拥军优良传
统授课辅导，同时还走进驻浙三军部队
参观主战装备和实战化训练，切实根植
安不忘危的忧患意识、培塑履职必备的
责任担当、浓厚拥军兴武的国防情怀、
集聚军政团结的情感认同。

脑海里深扎国防观念，工作中就有
倾力国防的行动自觉。首次培训至今，
虽然还不到 4 年时间，但这样着眼长远
的深培厚植已收到成效。去年底，7 名参
加过中青年干部国防素质培训班的领
导走上区（县）主要领导岗位，一上任就
到人武部调研，履行管武职责。

“为烈士立碑，让精神永存”
■钟宏娇 本报特约通讯员 朱小强

这些日子，平日里静谧且鲜有访客
的绍兴市绿筠庵突然热闹起来。每天都
有市民专程找来，向院内新立起的朱金
海烈士纪念碑献花。朱金海就是从去年
１０ 月起，让绍兴军民寻找了近半年的一
张 60 多年前的光荣证的主人。

绿筠庵位于浙江绍兴上虞区东关街
道凌江村，是一座有 200 多年历史的尼
姑庵。去年 10 月，绿筠庵主持净齐拿着
一张发黄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
念证”找到街道退休干部任敖水，希望能
帮这份证件找一个归宿。她详细讲述了
纪念证的来历：1947 年，庵里曾接纳
并帮助过几名受伤的解放军官兵，其中
就有朱金海。30 多天后，他们痊愈重
返战场。1955 年秋，一位乡干部来到
庵里，称收到朱金海的光荣证，但没有
找到他的家人，联想起他曾在庵内疗
伤，也许有人知道他的情况，就把光荣
证送到这里。

这是一张签署于 1955 年的“革命牺
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正面写着“查
朱金海同志在革命战争中光荣牺牲，丰
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上之
尊崇……”落款处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和毛泽东主席的签

名。纪念证的背面清晰地记录着，朱金海
于 1945 年参加革命，1947 年 8 月被国
民党反动派杀害。

拿着光荣证，任敖水等人很是激动，
决心帮助烈士找到亲人。他们一方面联
合东关街道的几位文史爱好者，到区民
政局、区新四军研究会、区乡贤研究会寻
找线索，一方面求助新闻媒体。在媒体的
跟进采访中，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为烈
士寻亲的队伍中：在区民政局，热心的工
作人员一份一份查找档案，并向省革命
烈士纪念馆发函求助；在区新四军研究
会，会员郑建芳四处打听，翻看各种相关
材料，终于找到一个线索———朱金海烈
士的老家可能是上虞区永和镇。于是，84
岁的东关街道保驾山村居民陈维昌两次
到永和镇探寻，终于，找到了朱金海烈士
的哥哥朱立金的后人。
“为烈士立碑，让精神永存！”清明节

前夕，上虞群众自愿捐资为朱金海烈士
建造了一座简易烈士纪念碑，碑址就选
在绿筠庵的院内。如今，这座纪念碑静静
矗立，向每一位拜谒者讲述烈士的牺牲
奉献和一座城市为烈士寻亲的故事。

左上图：绿筠庵内烈士墓前吊唁群

众络绎不绝。 钟宏娇提供

“帮烈属圆梦，是感恩先烈”
■祝桂兰

“父亲，70 多年了，我终于找到您的
牺牲地！”4 月 13 日上午，山东省成武县
白浮图镇鹿庄村南的一片田野里，来自
江西宜春的 86 岁老人龙仕海，带领着儿
子龙江保和孙子站在满是油菜花的田
间，哽咽地诉说着对父亲的思念。一场延
续几十年的追寻，终于在众人的帮助下
画上圆满句号。

龙仕海的父亲龙世兴 1932 年参加
了红军。他走后，担心遭到敌人迫害，家
人迁到了 10 多公里外的宜春市袁州区
楠木乡石陂上村，从此与龙世兴再无联
系。寻找并了解父亲是龙仕海从小的梦
想，为此，他选择了从军，后来还将儿子
也送到了部队。几十年不懈地寻找，终
于，2004 年他在抗日战争纪念馆陈列的
抗战牺牲的 1229 名团职英烈名单中找
到了父亲的名字，原来，龙世兴已于
1943 年牺牲在鲁西南战场。可龙世兴是
怎么牺牲的、葬在哪里？并没有记录。

龙仕海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寻找父
亲的时候，有一拨人也在寻找他———在
千里之外的山东省成武县，文史爱好者
张鲁学和人武部专武干部张长国在乡村
调研时了解到，在鹿庄战斗中，八路军冀

鲁豫军区第 2 军分区 7 团团长龙世兴牺
牲，但没有留下家乡和履历等更多资料，
便萌发了为烈士寻亲的念头。张长国在
网上发布了这一信息。2017 年 3 月，龙
世兴的孙子龙江保上网时偶然发现了这
个帖子，兴奋不已，立即带着父亲长途跋
涉来到成武。

在张长国的讲述中，龙仕海了解到
了父亲牺牲的经过：1943 年农历六月初
一，龙世兴所在部队在鹿庄村遭遇敌军。
在带领战士冲锋时，龙世兴不幸被子弹
击中，壮烈牺牲。战斗结束后，当地军民
置办了棺材，将龙世兴烈士就地埋葬。

站在父亲曾战斗过的热土上，龙仕
海很是激动：“70 多年了，我终于找到了
父亲的牺牲地，还发现记得父亲、怀念父
亲的不只是我们，还有更多人。”简单的
祭奠后，龙仕海决定带着一包曾浸染过
父亲和众多烈士鲜血的泥土回乡，作为
永久的纪念。临别，龙仕海老人向热心帮
助自己寻亲的张长国等人表示感谢，张
长国却说：“帮烈属圆梦，是感恩先烈，每
个人都应出一把力！”

左上图：龙仕海（前右二）听老乡讲

述当年情景。 祝桂兰摄

3月17日，浙江省第 4批中青年干

部国防素质培训班学员走进战功显赫的

“洛阳营”军史馆，倾听战斗故事，接受国

防教育。 张后胜摄

●寻亲，从一张
发黄的光荣证书找

起———

●寻亲，从一处
浸血的战斗遗址启

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