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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徐殿闯报道：3月 24日，
江苏省军区向所属休干系统发出通知，
开展征集文物史料活动。

为完整展现江苏军民解放江苏、保
卫江苏、建设江苏的辉煌历程，更好地
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功能作用，该
省军区决定建设军史馆，并从 3月份
起，逐步向社会各界和所属休干系统进
行文物史料征集活动，特别有价值的史
料和文物将进行有偿征集。

江苏是红色资源大省，战争年代省
军区前身部队先后参加伏击韦岗、决战
黄桥、浴血曹甸、鏖兵车桥、激战高杨等
战斗。各地还有许多优质红色资源，比
如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镇江茅山新四

军纪念馆、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淮安
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泰州海军诞
生地纪念馆等等。

此次活动采取社会征集、内部征集
和现场征集同步展开的方式进行。社
会征集通过省内主流纸质媒体、“两微
一端”等新媒体发布征集公告，每季度
1次，至2021年底。内部征集主要是向
所属师级单位和直属干休所下发通知，
尤其是针对省军区休干系统多的特点，
重点征集休干系统的文物、史料和老红
军、老前辈的口述历史。现场征集根据
各单位历史见证人、参与者提供的线索
到相关地区、有关人员家庭进行现场征
集，并颁发征集证书。

江苏省军区

面向社会征集文物史料

方舱医院“关门”、白衣天使陆续凯
旋、企业全面复工、新冠疫苗展开临床
试验……当前，以武汉为主战场的全国
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战“疫”形势日
渐明朗。但也要看到，零星散发病例和
局部暴发疫情风险仍然存在，疫情防控
任务依然艰巨，各级不可掉以轻心，要
谨防思想上的同步“清零”。

古人云：“行百里者半九十。”做事
越是接近成功，往往愈困难，愈要谨小
慎微，防止大意失荆州。

谨防思想清零，关键是要消除盲目
乐观的侥幸心理。现实中，有的感到防
疫工作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开始膨
胀乐观、疏忽大意；有的觉得自己至今
未染病，心存侥幸、逐渐放松警惕，落实
制度打折扣、走形式；还有在室内憋久
了，出现“思想疲劳”，急于探亲访友、四
处走动……殊不知，为山九仞，功亏一
篑，任何一个人的松懈都可能葬送一群
人的努力，任何一个环节的松动都可能
让之前的全部工作努力付之东流。只
有人人克服麻痹思想，守土有责、守土
担责、守土尽责，才能打赢这场疫情防
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回顾人民军队的发展历程，以小
米加步枪打赢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正
是凭借善于总结学习的精神，打一仗
进一步。战“疫”如战役，病毒如敌人，
也会趁虚而入、变换“战法”，不可能毕
其功于一役，我们要坚持和发扬善于
总结学习的精神传统，躬身自省、吸取
教训，深入总结查摆战“疫”行动中的
盲点、堵点、漏洞，以“知错就改、善莫
大焉”的态度，抓紧解决矛盾、完善举
措、压实责任，决不能好了伤疤忘了
痛，给“敌人”留下卷土重来、死灰复燃
的机会。

《自然灾难史：思考与启示》中有
这样一段陈述：“人们对疫病的认识
与应对是艰难、曲折、缓慢的，但如果
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以正确的方式

应对克服伴随疫病而来的挑战，这个
社会与这种文化就会衰亡。”当前，疫
情防控阻击战胜利在望，越是这个时
候，越要保持头脑清醒，越要慎终如
始，继续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和
重要工作，不麻痹、不厌战、不松劲，
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
作，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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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左庆莹报道：3月 26
日，重庆警备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推进
会在重庆市武隆区举行，与会人员现场

“解剖麻雀”，观摩学习该区人武部持续
帮扶凤来乡高寿村群众稳定增收的方
法路子，同时找差距、抓落实、明责任，
就建立确保贫困户持续脱贫致富的长
效机制提出12条建议。

重庆警备区领导介绍，此举标志警
备区着眼脱贫摘帽后，防止返贫现象发
生的“三道防线”工程全面铺开。

“我们村 2017年就脱贫了，村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11000元，但 2018年有一
户村民返贫，因为他家里有两个孩子考
上大学，虽然各级政府对上大学的孩子

都有奖励补助，但他家还是很困难。”高
寿村村支书张国映说。

个别返贫现象引起重庆警备区党
委的高度重视。前不久，警备区领导在
调研后提出了对策：“建立健全稳定脱
贫长效机制，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的衔接，巩固脱贫成果。”

实行返贫预警机制。围绕“两不愁
三保障”要求，今年以来，警备区所属各
单位实施定向跟踪、帮扶不断、政策不
变。他们将贫困户、已脱贫户、非贫困
户全部纳入监测范围，分别建立台账，
通过驻村工作队定期跟踪回访、返贫户
个人申报、系统信息自动比对等途径，
及时掌握返贫情况。同时明确，对返贫

风险户 3户以上的村，派驻专门工作组
查找分析并整改问题，确保各项帮扶措
施落实见效。

“促支柱产业稳定销售是第二道防
线。”重庆警备区政治工作局领导介绍，
他们在做好“一村一品”产业发展的基
础上，帮助定点帮扶村设立电商服务
点，开展电商服务人才培训，不断拓宽
销售方式和渠道。

记者日前在黔江、江律、城口等区
县看到，当地人武部协调有电商销售
经验的民兵致富带头人，帮助对口帮
扶贫困村打造电商扶贫示范网店，让
羊肚菌、青花椒、山地鸡等特色产品推
广有平台、销售有出路。秀山县人武

部与县农业部门、科技部门共同组建
一支讲师团队，开设普及、技能、创业 3
级渐进培训班，培训民兵致富带头人
300多个，实现了每个乡镇都有 1个民
兵电商推广小组。

该警备区还突出开展“志智”双扶
行动。军地 50余个基层党组织开展互
学互帮互促活动，20个区县人武部党委
持续帮带23个定点帮扶村党支部，通过
共学创新理论、共过组织生活、共解发
展难题，发挥扶贫帮困中的战斗堡垒作
用。武隆区、城口县还考察推荐优秀退
役军人和民兵骨干参加帮扶村支“两
委”，发挥民兵致富带头人和“兵支书”
队伍作用，辐射带动贫困群众创业致
富。警备区机关持续援建酉阳浪坪中
心学校、南腰界中心小学等5所学校，大
力开展助学兴教活动，提升山区群众的
内生发展动力。

在重庆警备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推进会上，警备区领导表示，他们将
于 4月底前选派一批人员进驻各挂钩
扶贫村，逐家逐户了解核实情况，确保
对口帮扶的所有贫困户退得出，稳得
住，不返贫。

重庆警备区建立长效机制确保稳定脱贫

“摘帽”后，三道防线防返贫

“老于，看你脸色不太好，去医院检
查一下吧。”

“可能这段时间太紧张了。”
3月4日中午，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

临江街道党工委书记徐承浩的办公室，
武装部长于洋在汇报疫情防控工作时，
突感胸口疼痛。

下午 1时许，准备去卡点值班的于
洋脸色煞白、满头大汗，在同事们的一
再劝说下，他勉强同意回家休息并嘱咐
安排其他志愿者值班，他身体舒服一点
就来上岗。

谁也没想到，一个小时后，于洋在
回家途中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生命
的指针定格在48岁。

一

43天，于漫漫历史长河不过一瞬
间，而当我们回顾于洋战“疫”43天的经
历时，则感到无比痛惜。

“虽然离开了部队，但我现在是武
装部长，我就永远是一个兵，危难时刻
必须冲在前！”庚子之春，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有着 16年兵龄、29年党龄的于洋
在街道办事处第一个递交《请战书》。

1月 21日，农历腊月廿七晚，接到

通知的于洋第一时间返回街道参加防
疫工作会议，第二天早上6点，他的身影
就出现在分管的清花园社区。这个社
区有 4个老旧开放式小区，没有物业管
理，没有安保人员，只能在小区外设卡
点值守。

“当过兵的人就要敢啃硬骨头！”于
洋一个人承担了其中 2个小区 7个单元
156户居民的入户排查登记任务。小区
没有电梯，于洋每天爬楼梯挨家挨户登
记。43天中，他先后进行了18个波次的
排查。于洋曾告诉同事，从 1月 21日开
始，他每天行走步数几乎都在 2万步以
上，大多数时间都在上下楼梯。

抓防疫的同时，于洋没有忘记本职
工作。该区人武部政委于成峰告诉记
者，振兴区在 2月 28日前便完成了应征
报名大学生初期考察工作，15名即将编
入应急队伍的民兵也进行了政治考核，
基层武装工作走在了全区前列。

二

3月3日，丹东市迎来一场大雪。
连续奋战多日，有人建议，“天气如

此恶劣，居民都窝在家中，咱们是不是
也能休息一下？”于洋却没有放松，因为

在他管辖社区中有一名从疫区旅游回
来的居民，尚在居家隔离中。社区执勤
人员除于洋外只有两位男同志，一位年
逾花甲，一位身体残疾。于洋主动要求
值23点至次日7点的班。那位重点隔离
人员居住在开放式老旧小区，多数时候
他只能站在楼对面的马路上值守观察。

“那几天夜里很冷，于洋最温暖的
时候，就是到居住在附近的同事家中喝
口热水、上个卫生间。白天我劝他回家
休息，可他却坚持入户排查登记。”提起
于洋，社区干部董辰潸然泪下。

“这么好的人，怎么说没就没了？”
听说于洋牺牲的消息，社区环卫工人曲
伟扼腕叹息，“他站夜班岗那么累，白天
还帮我装卸、发放除雪剂、分发废旧口
罩回收桶，他真是党的好干部！”

不怕打硬仗，不怕困难多，这是军
人本色；不下火线，不惧生死，这是于洋
表达对党忠诚的方式。于洋的儿子于
建行说：“打我记事起，父亲就教育我男
子汉要敢担当，有气节，做一个对祖国、
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所以大学毕
业后，我像他一样当了兵，成为一名空
军战士。”

三

3月4日，由于街道办事处离于洋的
家比较远，加上雪天路滑，他坐了 50多
分钟的公交车才到了小区附近站点。
而当于洋刚刚进入小区还未进家门时，
就轰然倒地，再也没有起来。

48岁，原本壮年，而于洋的生命却
在此刻定格。他将人生最美的时光献
给了军营，献给了平凡的基层工作。没
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经年累月的默
默奉献。熟悉他的人都说，于洋的心里
只有别人，没有自己。

“老于，你说话怎么不算数……”妻
子于青至今仍不愿相信于洋已离去，她
说，“老于去世前半个月，我还开玩笑抱
怨他总不在家。他说自己是党员，是退
伍军人，做事情老百姓都在看着，作为
单位里的‘老大哥’更要冲锋在前。等
疫情过去，他要在家好好陪我。”

于洋的侄女于建辉是一名社区干
部，也一直战斗在防疫一线。有一天她
给于洋打电话诉苦：“叔，我都在一线干
了一个多月，这啥时候是个头啊？”

“孩子啊，你也是党员，现在正是组
织需要你的时候，要起模范带头作用，
可不能发牢骚啊！”听了于洋的教导，于
建辉端正了工作态度，成为所在社区疫
情防控骨干。

临江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俊伟在于
洋去世后才知道，于洋的妻子至今没有
工作，全家仅靠他一人的工资维系生活，

“我与他共事4年，从没听他喊过苦、叫过
累，有什么急活儿重活儿他都抢着干。”

3月 12日，丹东军分区党委作出
《关于开展向于洋同志学习活动的决
定》。3月 13日，丹东市委宣传部、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和丹东军分区政治工作
处联合追授于洋为丹东市“最美退役军
人”荣誉称号。

永 远 是 个 兵
——追记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临江街道武装部长于洋

■崔 鹏 本报记者 乔振友 鲍明建

33月月 2222日上午日上午，，战战““疫疫””
宝宝的妈妈李女士从中部宝宝的妈妈李女士从中部
战区总医院儿科接宝宝回战区总医院儿科接宝宝回
家了家了（（如图如图））。。

11月月 2727日日，，中部战区总中部战区总
医院紧急收治了妊娠不满医院紧急收治了妊娠不满
3535周并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周并被确诊为新冠肺炎
的患者李女士的患者李女士。。李女士的李女士的
病情危重病情危重，，医院组织多学科医院组织多学科
会诊会诊，，全力救治全力救治，，李女士成李女士成
功分娩功分娩。。宝宝出生后就被宝宝出生后就被
送进专门为他设置的新生送进专门为他设置的新生
儿隔离病房儿隔离病房，，医护人员医护人员2424小小
时守护时守护。。幸运的是宝宝经幸运的是宝宝经
过两次核酸检测过两次核酸检测，，并未感染并未感染
病毒病毒。。

33月月 44日日，，李女士从中李女士从中
部战区总医院治愈出院部战区总医院治愈出院 ，，
隔离期间隔离期间，，中部战区总医中部战区总医
院儿科的医护人员仍继续院儿科的医护人员仍继续
照顾宝宝照顾宝宝。。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范显海范显海摄摄战战““疫疫””宝宝回家了宝宝回家了

本报讯 刘礼万、袁益峰报道：3
月中旬，新疆军区 1名师职转业干部
接到任河南省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的通知。近两年，该军区 3名正师职、
4名副师职转业干部，5名安排副厅
级、2名安排正处级领导岗位，22名正
团职转业干部绝大部分走上自己满意
的岗位。

新疆军区官兵大多驻守喀喇昆仑
山、阿里高原和帕米尔高原的边境线
上，时常经受高寒缺氧的考验。军区党
委感到，师团职转业干部在边疆工作时
间长、牺牲奉献多、做出贡献大，安置好
他们既是对个人军旅生涯的肯定和褒
奖，更是对现役官兵扎根边疆、建功边
疆的鼓舞和激励。

为让地方对艰苦边远地区干部工
作环境的艰苦性、任务性质的特殊性形
成情感认同，该军区党委机关对师团职
计划分配转业干部，逐人制作宣传推荐

彩页，专门派出分管领导逐地登门面对
面推荐，逐个问题跟踪协调解决，通过
文字图片、当面推荐的方式，全面介绍
新疆军区部队的特殊环境、特殊考验、
特殊使命，全面推荐转业干部的思维层
次、实际能力、担当尽责和人品官德，让
地方党委领导和相关部门对其的评价
更加客观。

笔者看到，某正师职领导的推荐彩
页这样写到：入伍33年，在新疆就工作
了 27年，曾在全军最高哨卡神仙湾边
防连所在团任政委，多次带领官兵在海
拔5000米以上边境完成重大任务。参
加原兰州军区师旅军政主官考核，名列
第一……这名转业干部最后安置在四
川省一个厅担任党组成员、副厅长。

接到通知时，该干部感慨：“在我们
转身转型当口，组织仍不忘扶上马送一
程，让我深受感动、倍感自豪，当兵奉献
33年值了！”

新疆军区“一人一策”做好师团职转业干部安置工作

7名转业干部安置处级以上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