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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国家安全 助推国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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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6日，衡水中学 2018级高一
新生大会，一身戎装的武警衡水支队副
参谋长耿延青走上讲台，为新生作国防
教育讲座。开学第一课中专门设置国
防教育内容，这在衡水中学已是惯例。

9月初，高考录取成绩单出炉，衡
水中学统计数据显示，在军校招生数压
缩的情况下，35人被军校录取。5年
来，该校共向各军事院校输送了 1000
余名学生，大学生士兵更是数不胜数。

衡水中学，一所以极高升学率、过硬
学生培塑能力闻名全国的“超级中学”。
鲜为人知的是，在国防教育上，它也有自
己的独到之处：名列教育部认证的国防
教育特色学校、河北省国防教育先进单
位，是海军工程大学、空军招飞局北京选
拔中心的优质生源基地……而对学生进
行系统国防教育和军事化管理，更成为
它“育才配方”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军训设置特色课程，
人人有本成长档案

衡水中学学生刘梦雅今年高考填
报了陆军防化学院，并顺利通过军检。
谈起自己的军校情结，她聊起了寒假前
的军校宣讲、去年朱日和阅兵直播，还
有高一军训时第一次实弹射击：“我打
了5发子弹，那种感觉真的让人热血沸
腾！听说我们能打实弹，其他学校的同
学羡慕的眼神让我得意了许久……”

在衡水中学，学生中流传着一种说
法，“军训是选修课中的必修课”，足见
其受重视程度。这背后是衡中对军训
与众不同的态度。在大多数中学，军训
就是站军姿、踢正步、走队列，衡水中学
结合《军训大纲》把军训开发成为一门
校本课程，包括内务整理、防空演练、实
弹射击、14小时的国防知识讲座等 20
余项内容，给每位学生设置成长档案，
记录 10天的军训生活，并将军训考核
成绩计入学分。

这样的军训契合学生兴趣点，既满
足学生了解部队、体验军旅生活的需
求，又提高了学生的组织纪律观念、效
率意识，还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学生的
国防意识。衡水军分区领导这样评价：

“高规格、高标准、高起点，衡中给了学
生好的军训体验，是学校利用军训开展
国防教育的创新实践。”

校内国防元素亮眼，
校外国防活动超燃

走进衡水中学，教学楼前放置的两
个庞然大物很是抢眼，它们是来自部队
的退役飞机和坦克。阳光下，静默矗立
的退役铁甲与行走其下的青葱少年并
没有违和感。刚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刘
家柱告诉记者，在衡中这3年，飞机、坦
克、航模展厅、军事报刊阅读架等军事
元素是学习生活中的亮点，让自己的青
春与众不同。

的确，衡中校园内的国防元素有很
多：在办公楼一层，开放式的航空模型展
厅里陈列着多种型号的战机模型；航模
社是学校最热门的社团，不仅多次在全
国大赛中取得佳绩，还有不少社团成员
考入军校；校内高考高分校友展示橱窗
里，“最可爱军人，最骄傲校友”荣誉墙格
外引人注目……这些亮眼的国防元素加
深着学生对于国防和军队的了解。

衡中还鼓励学生走出校门积极参
加校外国防教育活动，拓宽学生国防教
育的路子。刚从这里毕业的冉明鑫，去
年参加了一场“值得怀念”的比赛——
首届全国青少年国防体育大会。他作
为学校代表队成员，与全国 20多个省
市的代表队同场竞技。冉明鑫说，比赛
让他对部队生活有了更深的理解。而
在去年全国高中生军事教学课比赛中，
衡中学生组成代表队参加捕俘拳、无线
电测向、识图用图、战伤救护、行军拉练

等军事技能训练课目的训练和展示，获
得无线电测向一等奖、战伤救护二等
奖、总评一等奖的好成绩，增强了学生
的军事素质和国防观念。

海航班落户衡中，国
防教育有了身边教材

衡中蓝天下，身穿海魂衫、“两人成
行、三人成列”地走在校园里的小伙子
们，成为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这是衡中海军航空实验班的学
生。海军航空实验班是海军方面为拓
展海军招飞生源渠道，在全国省级示范
性中学选拔学生组建的班级，采取“军
民融合、共育人才”的模式，为海军培养
飞行人才。衡水中学是河北省唯一一
所承办中学，目前在高一和高二各设立
一个班级。

名师执教、海军专家讲座、校内走
动要求走队列……在衡中，海航班的学
生因为各种“特殊待遇”引人关注，若无
意外他们都能顺利就读军校尤其是海
军航空大学。甚至在食堂排队打饭时，
海航班高三学生姜泽也能感受到周围
人的关注，“主要是羡慕吧，还没成为飞
行员就先穿上了军装。”

海航班的设立也让学校国防教育有
了新的抓手。校领导介绍，海航班的学
生每人配发海军衣服，每次出现都是一
种标志，课间跑操、坐立行走都是一面样
板，是开展国防教育的身边教材，大家更
加了解海军、了解部队，加深国防情结。
每逢假期，海航班的学生更是成了国防
教育的“小教员”。姜泽说，有同学会打
听参加海军夏令营的事情，问海军专家
讲课的内容。这样一来，海航班的学生
俨然成了普及国防知识的“代言人”，引
领着同学们认识部队、关注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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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走进黄昏，却给别人以清晨”
这是一位诗人为31岁的安徽省枞阳

县雨坛镇双丰村退役军人胡晨所做的诗
句。这位年轻的退役军人因病不幸早
逝，弥留之际，他与父亲商议决定，去世
以后将有用的器官无偿捐献，延续他人
生命。

胡晨的善行义举赢得世人崇敬，也
让更多的人走近了这个三代八人接续从
军报国的大家庭。金秋十月，胡晨家庭
被铜陵市推荐为安徽省“关心支持国防
建设好家庭”。

平 凡 英 雄—— 他 用
生命延续军人本色

枞阳历史悠久，是桐城派文化的发
源地，城乡传承儒学之风，农村尤其讲究

“入土为安”。因此，当5月初，躺在重症
监护室的胡晨向父亲胡曙光说出遗愿
时，胡曙光一时难以接受。

“3年前他媳妇走了。现在，他这么
年轻又要走了，3岁孩子成了孤儿。我
还以为他是要跟我托付孩子的事……”
时隔小半年，回忆起那一幕，胡曙光心痛
得老泪纵横。

胡晨身体虚弱，但意愿坚定。他告诉
父亲，自己生病这段时间，得到很多好心
人帮助，现在要走了，想再为他人再做点
事。同样当过兵的弟弟胡飞，劝父亲满足
胡晨的愿望，不要让哥哥带着遗憾走。

胡曙光又找自己的二弟胡树清商
量。“我要是同意孩子捐献器官，乡亲们
会不会说我心狠？”胡树清也是退役军
人，他支持侄子的决定：“胡晨受过部队教
育，有他自己的想法。再说，捐献器官、挽
救他人，是功德无量的事。支持他，不是

心狠，是心善。”
5月 10日中午，胡晨的心脏永远停

止了跳动。在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
员的见证下，他的肝脏、肾脏和角膜被取
出。有5名患者因此重获光明、新生。

“胡晨是个英雄！”邻居胡森林满心
敬佩地告诉记者，胡晨养病期间，他常去
串门，从没听胡晨对生活有抱怨或牢骚，
他总是一个劲儿念叨别人的好，想着怎
么回报大家。

英雄也是平常人。2004年，高中毕
业的胡晨参军来到福建省军区某部服
役，第一年就被评为优秀学员、第二年又
被评为优秀士兵。胡晨喜欢也适应部队
生活，领导和战友们也都喜欢这个踏实
能干的兵，然而义务兵期满，胡晨却选择
了退伍。时任团职领导的胡树清，对侄
子的选择很不理解。“爸爸身体不好，弟
弟正读高中，家里十分困难，我要回去撑
起这个家！”听完胡晨的话，胡树清没再
劝留。“胡晨是个好孩子，无论在哪，他总
是想着别人，从小到大都这样。”为家
人，胡晨忍痛牺牲梦想，挥别军营，挑起
家庭重担。两年后，又将高中毕业的胡
飞送入部队，帮弟弟圆了军营梦。

胡飞没有辜负胡晨的期望。在部队
期间，他表现优秀，顺利留队。2016年，
胡飞晋升三期士官之际，胡晨却病倒
了。“我爱部队，但哥哥病重，父亲残疾，
侄儿年幼，家里需要我！”如同10年前的
胡晨，胡飞也作出退役回乡的决定，为了

“撑起这个家”。

自 强 不 息—— 苦 难
成就奋斗者的荣光

金秋时节，双丰村洋溢着丰收的喜

悦。70岁的老人徐成祖在田埂上，望着晚风
中漾起波浪的稻田，神情有些落寞：“要是胡
晨在就好了！这么好的孩子，咋就没了呢？”

“胡晨是个好孩子。”提起这位后生，
村中老人话里带着褒奖，更带着心疼。

胡晨 7岁那年母亲病逝，父亲腿脚
不便，作为长子，他早早地扛起了家庭重
担。“每年收割稻子，那孩子扛的稻包比
他个子都高，十一二岁就成了家里的主
劳力，可能干了！还是个热心肠，放学路
上，看到田里有人在割稻插秧，他都会跳
下来帮着一起干；见我家孩子长年不在
家，隔三差五地来帮我挑水……”回忆起
胡晨，村民吴慧琴抹着泪不住赞叹。

退役返乡后，胡晨奋力打拼，家中光景
慢慢好转。他结了婚，盖起二层小楼，将弟
弟送去部队，一家人生活蒸蒸日上。可没
想到，2015年，胡晨妻子生孩子时因心衰去
世。胡晨含悲忍痛，把襁褓中的婴儿托付
给父亲，只身一人再赴北京打拼。哪知第
二年，他患上了病毒性脑炎，病情反复恶
化，给这个不幸的家庭带来沉重压力。命
运重锤一次次敲打，胡晨一次次坦然以对：

“我不行了，能帮别人一点是一点！”这位年
轻退役士兵的遗言感动了枞阳小城。

“哥哥是我的亲人，更是我的榜样。
我要把他的精神一直传承下去！”胡飞回
来后，接过哥哥的担子，还竞聘当选上双
丰村扶贫专干，帮助乡亲脱贫致富。村
里贫困户都说：“老胡家了不起！”

薪 火 相 传—— 家 族
往事蕴藏“红色密码”

秋阳，照透了门前金色的稻浪，也把
胡家小院“光荣军属”和“光荣退役军人
之家”的门牌照得闪闪发亮。

“这可是我们家最有分量的宝贝！”
胡曙光自豪地告诉记者。“我大伯胡文杰
是胡家第一位军人。”那是1938年，17岁
的胡文杰在无为县参加新四军，奔赴抗
日救国最前线。两年后，胡文杰二弟胡
建明也毅然离家追寻兄长的足迹。

“建明叔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还远赴抗美援朝战场，身上有几十个
伤疤，体内还留着弹片。”听长辈讲述战
斗故事，年幼时的胡生友、胡树清、胡伟
兄弟深受震撼，也种下了从军报国的种
子。1968年，胡生友入伍来到舟山群
岛，开启胡家第二代从军报国的历程。
1980年，胡树清参军入伍；1989年，胡伟
也奔赴军营……

血脉相连，薪火相传，家族往事蕴藏
着“从哪里来”的精神密码，更标定着每
个人“走向何方”的精神路标。从 80年
前参战的胡文杰、胡建明亲兄弟，到 10
年前参军的胡炳炉、胡晨、胡飞堂弟兄，
一代代、一茬茬胡家子弟沿着这个精神
路标前赴后继、勇毅笃行，在军营中锻造
自我、挥洒血汗，书写精彩人生篇章。

“胡家三代 8个兵，个个都是好样
的！无论是走上领导岗位，还是解甲归
田，他们都是家乡父老的骄傲。”铜陵军
分区领导告诉记者。前不久，胡晨被追
授“安徽青年五四奖章”和“最美复退军
人”称号，还被评为“安徽省优秀退役军
人”“安徽好人”和“中国好人”。

老兵卸甲情依旧。中秋节前，胡生
友、胡树清兄弟俩回乡探亲。夕阳西下，
回望心中的山水，两个刚强的老兵眼眶
有些湿润。“爱国、爱家是一致的，只要穿
上军装，一辈子都是军人。我们相信，当
祖国召唤的时候，我们及后辈必将义不
容辞投身战斗。这就是爱的传承！”

爱 的 传 承
—追记优秀退役军人胡晨及其军人世家

■本报记者 张军有 周海良

日前，经中央军委批准，增加“献身
国防科技事业杰出科学家”林俊德、“逐
梦海天的强军先锋”张超为全军挂像英
模。至此，全军挂像英模由张思德、董
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苏宁、李向
群、杨业功8位增至10位。

一个典型就是一面旗帜，一个英雄
人物就是一个榜样。

林俊德，将军院士，一辈子隐姓埋
名，52年坚守在罗布泊，参与了中国全

部的 45次核试验任务。生命进入倒计
时，林俊德 9次请求甚至哀求医生同意
自己下床工作，他带着氧气面罩、身上
插满管子，坐在临时搬进病房的办公桌
前：“我不能躺下，躺下了，就起不来了!”
一句话，感动了无数人，网友纷纷感叹：

“14亿中国人都欠林俊德一句谢谢。”
张超，海军航母舰载战斗机一级飞

行员，在驾驶歼-15训练时突遇飞机故
障，为保住战机，他错过最佳跳伞时机

不幸殉职，年仅 29岁。“我是不是要死
了，再也飞不了了……”这成为张超最
后的告别，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惦记的
仍是他未完成的梦想——登上辽宁舰
进行起降飞行……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
有一个时代的担当。英雄是一个时代的
精神坐标，是一个社会的价值引领。英雄
之崇高，正在于他们是时代的精神高地。
林俊德、张超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打动人

心,引起人们强烈的情感共鸣，在于他们
身上体现的时代价值。林俊德一生都殚
精竭虑奋战在国防科研第一线，为国防科
技事业披肝沥胆，他身上彰显的“干惊天
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价值追求，成为
新时期的最强音；张超的三次人生选择，
闪耀着掌控命运、奋力前行、追逐梦想的
夺目光芒，他对未知世界探索的精神和勇
气，正是当代青年所需要和渴望的。

挂像英模是有形的正能量，是鲜活
的价值观。在思想多元、价值多元的今
天，青年的思维层次、话语体系已然升
级，但无论时代怎么变，英雄的精神坐
标永恒不变。正是这种坚韧不拔的定
力、锲而不舍的追求、甘于寂寞的情怀、
为国奉献的信念，激励着当代青年为青
春涂上奋斗的底色。

英模挂像 时代榜样
■单慧粉

本报讯 石代勤报道：9月 27日，
东风 （武汉） 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向云南
三益文化国防基金会捐献了价值 35万
余元的现金和物资，双方还就共同开展
英烈保护工作签订了合作协议。

英烈保护法通过后，各地兴起关心
关爱军烈属的新热潮，云南三益文化国
防基金会理事长刘志和告诉笔者，近期
前来咨询、表达捐助意向的单位和个人
络绎不绝。

三益文化国防基金会，是云南省首
家致力于国防公益的社会组织。2010
年成立以来，先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
明“忠魂祭”、“英模房”建盖、关爱烈

属志愿服务和“红树林?爱国防读书”
公益传递活动等系列国防公益活动，先
后为生活在云南边境地区的 11户英模
建盖“英模房”，帮助全国12个省市的
690余名烈士亲属实现了到边境烈士陵
园扫墓的愿望。刘志和表示，此次捐赠
的款项和物资将全部用于开展上述英烈
保护项目，并将接受有关机构、社会各
界和捐赠企业的全程监督。

据了解，该基金会还将与昆明理工
大学等高校青年志愿者机构，合作开展
关爱英烈属志愿服务，为提升青年学生
的国防意识、创新国防教育方式方法搭
建平台，提供组织指导和资金支持。

云南爱心企业和公益机构联手开展英烈保护工作

呵护英烈，我们共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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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日，江西广昌县旴江镇抗战老兵李玉昆迎来百岁生日。当日，李家
小院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溢、热闹非凡，多家社会公益组织和群众自发来为老兵
举办百岁寿辰，让老兵感受到无上的光荣和温暖。 曾恒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