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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战，召必回！”这几天，去地方
新单位任职的通知刚到，第78集团军某
旅排长董恩鑫就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
片，并附上这样一句话。

这一幕并不鲜见——
在退役仪式上，许多即将离队的官

兵都会自觉而郑重地在横幅上签下这
句豪言壮语。

“一群老兵说这样的话，总让人心
里特别踏实，特别感动。”很快，这条微
信在朋友圈刷屏，有人留言：签这个字，
说这句话，是发自内心还是一时兴起？
如真的召回，回吗？

“那是肺腑之言！”董恩鑫回复说，
如果祖国真的需要，就是扛不动枪，也
要去加油助威。在他看来，假如一天风
雨来，他一定会这样做。“因为，我是退
役军人。”

脱下军装，但没褪掉
本色——

骨子里的东西走到
哪都不会流失

有一年，吉林省吉林地区遭遇特大
暴雨，永吉县旺起镇发生洪灾，数以万
计的群众被围困，该旅官兵闻令而动。

由于水势太大，分不清哪里是道
路，哪里是沟壑，而且部分官兵刚从
2000公里外的河南某地移防过来，不熟
悉地形……

“转业干部付荣辉前来报到，给你
们领路！”就在这时，转业到民政局的参
谋付荣辉，通过救灾中心得知一线情况
后，带着 5名退役军人，主动要求归队，
加入“侦察班”。

他们换上迷彩服，一边把绳子缠在
身上和车上，一边拿棍子在前面，冒着
危险，引导部队前进。

灾难面前，重披战袍的远不止这 5
人。一周后，吉林又发生强降雨，永吉
镇又遭遇洪灾。得知赈灾物资动用量
较大，20余名老兵齐聚民政局，投入到
分发转运工作。

众多退役军人看着灾情动态，再也
按捺不住了，当即在朋友圈发出了“动
员令”……

一时间，100多名退役军人找到部
队，有的替疲惫的驾驶员开车，有的利
用侦察知识判断地形，有的开着自家汽
车运送抗洪突击队，还有的戴上党徽，
直接加入抢险队伍。

“有他们在，我们还担心什么？”洪
水退去，不少群众热泪盈眶地说，“若有
战，召必回”，这是让人感到最温暖也最
振奋的话。

召必回，远不止此。有则新闻至今
令董恩鑫印象深刻：2015年 6月 13日，
南海某海域，一支新型战舰编队破浪前
行。在连续 4天的演练中，这支编队先
后完成搜攻潜、对空防御、实射武器等
多个课目的演练。不同以往的是，参加
这次演练的还有120余名从部队退役的
士官。

因“战”而回已是常态。前不久，该
旅配发一批新型装备，可刚刚组建，骨
干捉襟见肘。

为了尽快形成战斗力，这个旅召回
了近两年来退出现役的技术骨干。这
些技术骨干重回战位，手把手帮带徒
弟，等大家都能熟练操作新型装备后，
才放心离队。

“一日为军人，终身是军人。只是
听到一个需求电话，自己就主动请假回
来了。”董恩鑫说，他丝毫没有觉得这些
退役军人离开过。生活中有很多的语
言是专属于军人的，但有一句是专属于
即将或已经退役的军人的，那就是“若
有战，召必回！”

人们不难发现，长时间以来，我国
退役军人群体舍己救人的现象非常普
遍。只要在网上稍微搜索一下就会发
现，退役军人舍己救人的英雄壮举，俯
拾皆是、不胜枚举。

对此，一些退役军人深情地说，退
伍，只是战场的转移，真正的军人，即使
脱下军装，依然会保持军人的信念和勇
敢。军旅生涯里，他们没有因为挫折而

后退；走出部队，他们仍将继续传承着
部队的优良传统，保持着军人的本色！

有网友留言：当过兵的人，从没让
我们失望过。他们救人，可能就是出于
本能！

“你是谁，为了谁。”退役军人像现
役军人一样，从抗洪抢险到抗震救灾，
从“最美睡姿”“最美站姿”到“最美逆
行”……总是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候，以
最果敢的姿态冲锋在前，让党和人民
放心！

直面生死，只会义不
容辞——

源自扎根心灵深处
的“时刻准备着”

“退役军人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锤
炼成长，短则两年，长则几十年。”董恩
鑫是战士考学，14年的军旅生涯中，参
加过 2次抗洪、3次演习，执行过多次重
大任务行动。

董恩鑫细数着同批战友的经历，每
名同志的军旅经历都非常丰富：有的去
过马里维和，有的去过俄罗斯参加实弹
演习……待转业安置时，战友们也经常
聊天，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每当看
见紧急情况，都会习惯性做好准备。

“总觉得要被召回一样。”董恩鑫
说，虽然从来都没被召回过，可如果不
做点事情，就好像缺点什么。一次，吉
林突降大雨，他身在青岛，一边像在部
队一样留意着每天的新闻和天气预报，
一边给战友发微信询问相关情况。

董恩鑫的战友方宝双家里有个战
备包，被子褥子枕头衣服样样俱全，“拎
起背囊就出发”。妻子每当看见这个背
囊，就忍不住笑着说：“人回家了，魂儿
还没回来。”

“转业了，这种责任感依然存在。
别说我了，退役几十年的也这样。”董恩
鑫说，自己去马里维和前，认识了一名
参战老兵。

这名老兵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像
在部队一样早起锻炼。用他的话说，说
不定哪一天就派上用场。

老兵的话，让董恩鑫想起了近年来
刷屏的几名网红英雄：临危不乱、冷静
处置险情拯救了全机乘客的英雄机长
刘传健；见义勇为、闹市中徒手拉酒驾
司机车门的郭仕华；眼疾手快、“下意
识”接住坠楼孩子的刘杨明……

“他相信，自己和这些网红有一样

的责任担当。”董恩鑫说，如果非要给这
种责任担当定性为一句话，我想应该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唯一宗
旨”吧！

不管在哪里，为了人民也要挺身而
出。记者随手在网上搜索：“退伍军人
救人”词条发现，《救人小伙找到了，是
退伍军人》《退伍军人救人后低调离开
沭阳全城寻英雄》《退伍军人梁德勇：深
夜救人不留名》……高达140余万条。

退役军人用实际行动说明，在军营
流过的血和汗，早已内化为“召之即来”
的政治自觉。董恩鑫说：“只要党和人
民需要，我们就会随时出现。”

重回战位，还有几多
瓶颈——

给“召必回”提供更
多制度保障

一面是退役军人子女上学还没享
受上优待政策，正与政府协商；一面是
接到组织电话，希望返营帮带骨干。两
难之中，某旅刚刚退役的上士李洪喜，
当机立断回营报到。

“不是部队和地方不讲人情，而是
因为改革过渡期间，有的地方的政策还

不明朗。”对此，一位从事多年转业安置
工作的人力资源科干事说。

“改革移防，驻地在子女入学、家属
就业、交通出行等方面，对现役军人给予
了很多优待。”他说，李洪喜前年 6月移
防到新营区，小孩今年刚到入学年龄，家
属刚刚挪动地方，还没来得及享受福利
就退役了。“退役前，李洪喜被评为‘最美
工化兵’，还立了功，但涉及退役后的具
体待遇问题真有些力不从心。”

旅领导说，部队有需要，李洪喜回
来报到是出于个人自觉，也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兵役法》的要求。然而，政策
制度并没有对退役军人怎么召、召回之
后怎么保障予以明确规定。

这也是退役军人征召工作的普遍
难题。“过去部队召回，一般就是发公
函。”一位军分区干事对此感同身受，可
由于军人退役后外出务工，流动频繁，
居住地和联络方式有所变动，人员信息
更新不及时，地方兵役机关整组训练和
遂行任务，时常出现召之不畅、召之无
应等现象。虽然近年来充分利用网络
平台，畅通了流动人员管理、交接、使用
等机制，但召回之路并不平坦。

去年，一名预备役战士应要求返回
部队进行为期 1个月的训练。没想到，
训练期间，公司人事部以工训矛盾突出
为由将其调离主要岗位。虽然经部队

多方协调，最后“官复原职”，负面影响
却不容忽视……

“有些用人单位国防观念不强，部
分退役军人返岗训练期间个人薪资待
遇受到影响，甚至不获批准也时有发
生。”董恩鑫说，某次爆炸事故中，一批
牺牲在救援一线的“编外”消防员的抚
恤问题，曾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英雄没有“编外”。前不久，一场有
关“召必回”的讨论在吉林省军区展
开。“2019年8月1日，新修订的《烈士褒
扬条例》使烈士抚恤优待有了新标准，
但民兵预备役人员抚恤优待制度、以民
兵预备役身份遂行作战和抢险救灾任
务的退役军人致残致病抚恤制度等均
需要完善……

事实证明，制度是管根本管长远
的。期望，这样的“召必回”的探讨越
来越多，各种务实举措更加科学合理；
期待，各级给“召必回”提供更多的保
障机制，让退役军人的“英雄行为”无
后顾之忧。

图为2019年6月中旬，受强降雨影
响，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发生洪涝灾
害。该区近20名退役军人换上迷彩服，
自发地加入民兵应急分队参与抗洪抢
险，并协助转移群众。

张继保摄

风雨见证，军人本色
—对退役军人群体“有召必回”的调查与思考

■本报记者 刘建伟 赵 雷 通讯员 邓庆颖 张 宁

退伍，只是战场的转移。真正的士兵，即便脱下军装，依然保持着军人的信念和勇敢。
从抗洪抢险到抗震救灾，从“最美睡姿”“最美站姿”到“最美逆行”……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从来

不会缺少这样一个群体的身影，那就是退役军人。这些老兵很平凡，又很不凡。曾经的军旅生涯留下刻骨
铭心的记忆，业已融入他们的血脉。于是，哪怕再平凡的工作，都会以战斗的姿态去面对，这才有了那些不
平凡的传奇。

有感而发有感而发

军人本色，是一支军队的精
神特质，也是无数革命军人的精
神标识。一旦深植灵魂血脉，无
论走到哪里、身在何方，都不会淡
化。创造迫降奇迹的“英雄机长”
刘传健，在生死时刻临危不乱、果
断应对、正确处置，最终化险为夷，
确保了机上 119名旅客的生命安
全；以宋月才、姜开斌为代表的抗
灾抢险英雄群体，面对台风和巨
浪，为保护国家重点试验平台生
死无惧，用宝贵生命践行了“随时
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初
心和誓言……

回望一个个英雄壮举，这些平
凡的退役军人在面临生死的那一
瞬间，之所以毫不犹豫、义无反顾
地冲锋在前，用生命和热血践行
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就是因
为军装早已被他们穿成了责任，
使命早已被他们装进胸膛，本色
早已被他们融入血脉。只要人民
有危险、社会有需要、国家有号召，
无论军装是否在身，都能执着坚守
和无悔践行“若有战，召必回”的铿
锵誓言。正如军旅歌曲《当兵的历
史》中所唱：“生命中有了当兵的历
史，一辈子都感到珍贵，一辈子都
会充满光辉。”

生死关头，总能看到退役军人
无畏冲锋的身影。这绝非是偶然，
因为军人即使脱下军装，为人民服
务的初心本色永远不会改。这也
是退役军人作为党和国家宝贵财
富的关键所在。他们同无数现役
军人一样，用执着的信念守候着脚
下的土地，用平凡的奉献标注着精
神的高度，用朴素的本色建构着精
神的大厦。

成为英雄，是一个深藏于我们
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梦想；英雄本色，
是一片照耀和温暖人类生活的阳
光。“聚似一团火，散作满天星。”必
须清醒看到，无数退役军人如满天
星辰般，激情奋战在社会的每个岗
位。对此，不仅要大力宣扬退役军
人的英雄壮举，还要重视和用好这
个弥足珍贵的资源。让退役军人植
根灵魂深处的英雄之气，如风一样
吹拂过原野、河流、山川，洒向社会
的每个角落，化为全社会矢志不渝、
百折不挠的忠诚之气，无私无我、忘
我工作的宁静之气，击水中流、敢为
人先的担当之气……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
夕烟。”我们坚信：一个尊崇军人的
国家，必定会拥有一支所向披靡、战
无不胜的军队；一个把退役军人当
宝贵财富的民族，必定能无畏任何
风霜雪雨；一个英雄之气浓厚的社
会，必定能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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