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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省施甸县太平镇大坪子村有
一个被称为羊庅坟的小山头。山头制高
点上，一座石头垒砌而成的坟墓格外显
眼。墓地周边很是整洁，看得出时常有
人打理。“这就是抗战英雄刘堃然营长的
墓地了。背靠滇缅公路，右前方是松山，
山脚下是怒江，刘营长在这里继续守护
着我们……”一旁，大坪子村村民杨锡君
向笔者介绍。

杨锡君的大伯、今年 87岁的杨保卿
向笔者介绍了刘营长其人其事。滇西
抗战大反攻前夕，大坪子村突然来了很
多人，后来得知是中国远征军71军 87师
260团的官兵。杨保卿的父母把家里的
6间房子让出来供抗战官兵使用。官兵
在家里住了一个多月，每天都出去修工
事，晚上才回来。期间，时任二营副营
长的刘堃然奉命带队横渡怒江侦察敌

情时，在腊勐遭敌伏击
不幸牺牲。刘堃然牺
牲后，战友们将他安葬
在大坪子村怒江东岸
的一个小山头上。对
于抗战英雄，乡亲们很
是敬重，杨保卿的父亲
也多次叮嘱他，要把刘

营长视为亲人，每年春节、清明祭祖扫
墓时不能冷落了刘营长的坟茔。因此，
刘堃然牺牲 73年，墓地的祭扫一直未曾
断绝。

近年来，杨保卿因年龄渐长感到力
不从心，便将祭扫刘营长坟茔的任务交
给了侄子杨锡君。看到坟茔在岁月和
风雨的侵蚀下出现破损，杨锡君协调文
管部门按原来的尺寸和字体，为刘营长
重新做了墓碑，还带着村民对墓地进行
了修整。

墓地重修后，杨锡君决定要帮刘营
长找到后人。他发动读大学的儿子和
志愿者蔡金海、郭应勇在网上发布了
“寻找远征军营长刘堃然后人”的帖
子。不久，意外发现刘堃然的后人早在
2009年就在网上发帖寻亲。就这样，在

刘堃然为抗战牺牲 70多年后，大坪子村
村民终于帮英雄找到了后人。同时，也
填补上了英雄墓碑上关于其生平和履
历的部分空白。刘堃然，1909年生于山
东省蒙阴县蒙阴镇大东关村，1938年 11
月，日军占领蒙阴城后，刘堃然毅然离
家投身抗战。

如今，刘堃然的小女儿刘贞兰都已
81岁，得知父亲的消息，老人表达了想
前往墓前祭拜的愿望，但因年事已高且
身患中风，一直未能如愿。一家慈善基
金会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帮她圆梦。
今年 5月，在亲属和志愿者陪伴下，刘贞
兰终于来到了刘堃然的墓地。看到庄
严整洁的墓地，刘贞兰老泪纵横，连连
向乡亲们表示感谢。

�为他点赞
壮士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

惜抛妻别子战死沙场，百姓守护英雄

坟茔数十载不离不弃。正是有这样的

热血男儿和有情乡众，我们的国家在

经历了诸多的苦难后依旧能够走向辉

煌。呵护壮士激情、褒奖百姓赤诚，这

是我们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基石和

根本。

为抗战，壮士慨然埋骨他乡
爱英雄，村民73载呵护坟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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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吴杰、记者熊永岭报道：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就要始终听党话
跟党走……”9月 11日下午，齐鲁工业
大学礼堂内掌声阵阵，“八一勋章”获
得者、枣庄军分区政委韦昌进正在宣
讲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来自济南市
长清区大学城的 7000余名大学生现场
聆听报告。

获授“八一勋章”后，韦昌进成为
军地干群心中的“明星”，慕名来访来
电邀请他去讲课的军地单位络绎不
绝。“这份荣誉是给全体军人特别是参
战军人的，我必须珍视这些课堂和舞
台，作为党的人就要传播党的声音，传
达好习主席强军兴军思想！”为此，每
一次宣讲前，韦昌进都要针对军地单

位不同特点和受众情况修改报告。在
枣庄市高新区报告会现场，报告先后
17次被听众热烈的掌声打断。讲到紧
张处，大家屏息静听；讲到动情处，很
多观众都禁不住流下泪水。

聚焦主业履职尽责。走下会场，韦
昌进立即走进征兵工作现场。在薛城
区“准新兵”役前教育训练现场，韦昌进
就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听党指挥、能打
胜仗、作风优良”的合格战士与 200余
名“准新兵”进行交流。用从军 40年的
经历和对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的理解
认识与大家互通思想。“准大学生新兵”
刘帅感慨地说：“没想到英雄就在我们
身边，我要像韦政委那样，筑牢信仰根
基，在军营中实现人生价值。”

“八一勋章”获得者韦昌进身体力行践行讲话精神

“作为党的人就要传播党的声音”

本报讯 陈勇、特约记者冯强报
道：9月 8日上午，广西贵港市覃塘区山
北乡万寿村青年方扬声家门口响起热
烈的鞭炮声，乡党委书记黄侃带着锣鼓
队、舞狮队专程为方扬声送入伍通知书
来了。

方扬声满脸笑容，掰着指头跟记者
数：“自打我报名应征后，见到的领导可
真不少——区长亲笔给我写了入伍动
员信，校长审定的征兵宣传册，民政局
长还给我家里送来慰问品……家里人

都说好风光！”
当天，该村体检落选应征青年韦

明宝也收到了一份礼物——由区人民
医院院长签字的“应征青年健康档
案”。档案中，不仅写明了他落选原
因，还针对其不合格项目，提出建议：
“注意饮食清淡，多参加运动，特别是
要防止使用手机时间过长，久坐不动，
造成视力下降，脂肪堆积。”看着盖着
区征兵办大印的健康档案，韦明宝有
些感动，“这样的征兵可以有！我今年

努力减肥，明年再来……”
区长做动员、校长定提纲、镇长送

通知、局长来慰问、院长订医嘱，这是今
年覃塘区在征兵工作中明确政府及相
关部门职责，呈现出举全社会之力选送
最优质兵员的新貌。区长张景联告诉
记者：“征兵不仅是兵役机关的事，而且
是政府职责。政府及相关部门和人员
在征兵工作中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不
仅是改进作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题中
应有之义，而且有利于增强军人荣誉
感、明确全社会的国防职责。”

区委书记孙睿君介绍，今年来该区
按照“军地协作、上下联动、列出清单、
一条龙服务”的模式，会同人武部梳理
政府各级各部门在服务征兵中的责任，
通过多种渠道向社会公布，并把服务征
兵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评，明确实施程
序，量化硬性标准，划定落实时限，对无

故不兑现、不落实的严格追责。今年征
兵工作展开后，该区主要领导给大学生
写信 532份，请驻地高中以上学校校长
审定征兵宣传提纲 8份，为体检不合格
适龄青年量身订制“健康档案”1215份，
被批准入伍的应征青年均领到政府发
放的慰问品，大学毕业生全部由所在乡
镇党政主要领导投送入伍通知书。

周到细致的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出
从军光荣、尚武有责的良好氛围，今年该
区共计 3700多名青年报名应征，上站体
检人数与征兵任务人数比例达到13∶1。
“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是我国的

优良传统。征集优质兵员，离不开政府
为广大应征青年提供优质服务。广西
军区副政委敖水平说，覃塘区在征兵工
作中发挥政府服务作用，营造崇军尚武
的浓厚社会氛围，使参军报国的光荣传
统在强军兴军时代得到了发扬光大。

广西贵港市覃塘区发挥政府服务职能提高征兵工作质效

举全社会之力 选送优质兵员

本报讯 水冰洁、记者严浩报道：9
月 9日,记者来到云南省军区新兵营。
新兵尚未入营，这里各种训练生活设施
已准备就绪。省军区领导告诉记者，今
年，该省承训国防动员系统 600余名新
兵的入伍训练任务，他们积极为新战友
打造温馨正规的“入伍第一站”，让新战
士入营就有到家的感觉。

接到承训任务后，该省军区依托综
合训练队组建新兵营，各业务部门分工
协作，整治塑胶跑道、射击场等训练场
地设施，配备太阳能热水器、饮水机、消
毒柜等生活物资。从所属单位抽调 14
名优秀厨师、军医，挑选 100余名带兵
骨干提前集中“淬火”，突出进行网络新
知识、心理疏导、教学组训能力等方面
的培训，及时提高其综合带兵能力。

步入新兵营，记者看到，营院内醒
目位置悬挂着战斗味、新训味浓郁的标

语，而新设置的“强军梦我的梦许愿墙”
和“军事训练之星”“学习求知之星”等
“十星”评比展板正虚位以待。新兵营
教导员冯家庭说，为丰富新战士文娱生
活，省军区机关专门整修了综合训练队
的军营网吧、篮球场等活动场所，给新
兵营配发了篮球、羽毛球等16种文体器
材，并订阅了《解放军报》《中国国防报》
等6种军内报刊和10余种地方报纸。

记者了解到，该省军区还出台新兵
训练“十个严禁”，对干部骨干带兵过程
中可能出现的打骂体罚、“吃拿卡要”等
侵占士兵利益的“微腐败”和不正之风
行为设置高压线，省军区纪委派人进行
专题教育。同时开设“心情角”和意见
箱，让新兵及时“晾晒”心情，有充分的
空间和机会表达自己的心声、意见和建
议，以主人翁的角色投身到新兵营的日
常管理和生活中。

云南省军区扎实做好新兵入营前各项准备工作

“让新战士入营就有到家的感觉”

“我当过两年兵，可以更快适应部队生活”“我专业扎实，能够快速对接部队所需……”9月11日，安徽省萧县新兵启运前，两名新兵的“争执”引来不少人围观。这两

人是这批新兵中的“明星”级人物：一个叫蒋浩杰，来自该县庄里乡南岗村，去年刚从武警沈阳某部退役回来；一个叫朱兆强，该县祖楼镇任楼村大学应届毕业生，刚从湖

南大学研究生院办理好休学手续回来。从役前训练认识后，两人就较上了劲，这不，都收拾好行装准备同赴军营了，两人又为谁能先建功军营争上了。乡亲们为这两名

矢志从军报国的热血青年报以热烈的掌声。 王子纯摄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出版以

来，习主席青年时期“研读”实践这本

“无字之书”，在梁家河当知青、体民情、

察民意、求作为的经历，感染了广大读

者，让人由衷感慨，这才是当代青年励

志成才的教科书。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习主席曾经

勉励青年“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

好”“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

子都会扣错”。进入9月，又一批新兵

投身军营，在改革强军的实践中接受历

练和考验。他们带着对绿军装的向往，

肩负着责任与担当走进军营。军营也

将成为青年官兵人生实践的第一站，将

是他们成长的“梁家河”。

军营是磨砺意志的“梁家河”。

习主席的知青岁月正是从梁家河开荒、

种地、铡草、放羊开始，一路闯过生活

关、劳动关、思想关，锤炼了不畏艰难、

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对于“95后”新

兵来说，军营生活将成为“苦其心志”的

第一站，军事训练比跋涉书山更加“劳

其筋骨”，遂行急难险重任务甚至还会

“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吃苦即吃

补，这些过后，带给青年官兵的是强健

的体魄、不屈的精神、坚毅的品格。

军营是彰显担当的“梁家河”。在

梁家河乡亲们口中流传着对习主席“敢

说敢做敢担当”“说公道话，做公道事”

的称赞。正是凭借这种敢于担当、敢为

人先的精神，习主席在梁家河建沼气

池、打淤地坝……真正扎根农村为群众

办事，让乡亲们的生活变得红红火火。

在军营这个施展才华、搏击人生的大舞

台上，青年官兵自当发挥青年人敢闯敢

拼的干劲，担起保家卫国的责任，敢于

挑重担，敢于叫响“我能行”“看我的”

“跟我上”！

军营是锤炼作风的“梁家河”。

习主席曾说，陕北七年生活最大的收获

有两点，其中之一就是懂得了什么叫实

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步

入军营，大多数新兵将进入班排一线，

更真切地走进基层、融入实践、浓郁兵

味，更深切地接触各种具体细致的工

作。做好这些工作最需要艰苦细致的

作风，也最能锤炼和养成实事求是、精

益求精的作风。身处基层和一线，我们

应该利用这宝贵的机会，读懂、读通改

革强军这部“大书”，为今后的发展积蓄

丰富的经验，打下坚实的基础。

青年官兵走进军营，走进这个磨砺

成才的大舞台，将从实践中更深切地感

受国防建设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作用，

更直观地认识国防和军队建设实际，更

清醒地认识军人的责任和使命，进而在

潜移默化中纯洁“初心”，自觉树起建功

军营、助力复兴的宏图大志，自觉把个

人梦想融入强军梦，将个人智慧和力量

贡献在强军征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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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比谁能先建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