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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玉湛高速公路全线通车。
广西玉林军分区驾驶员、四级军士长刘
静格外兴奋，因为这意味着从军分区到
帮扶点、陆川县乌石镇陆河村的时间可
缩短至 1个小时：“这下‘走亲戚’更方
便了！”

自从 2015年 10月，玉林军分区与
陆河村建立定点帮扶关系后，刘静经常
去陆河村“走亲戚”。那是一个地处广
西、广东交界处的革命老区贫困村，山
多田少、交通不便。军分区官兵往返一
趟，光路上至少就需要5个多小时。山
高水长，心近路不遥。官兵一趟趟往返
在帮扶路上，帮助贫困家庭进行危房改
造、修建村民饮水和农业灌溉工程、硬
化村屯道路、整治生态环境……

然而，扶贫之路并不平坦。
2019年初，军分区帮村里建起生猪

养殖场后，计划引进大型企业对村里进
行规范化科学养殖帮带。然而，村民脱
贫心切，从军分区和陆川县人武部拿到
启动资金后，坚持自己干。结果，由于缺
乏技术，第一批种猪进场没几天就死了
3头。其后又遭遇非洲猪瘟疫情，能容

纳 500多头猪的猪场一下子变得空荡
荡。最后，还是部队领导出面，请来地方
大型生猪养殖公司接盘。养殖公司租赁
养殖场支付租金，并承诺聘用村民，传授
养殖技术。

既要扶经济，也要暖人心。村民种
植的蔬菜、养殖的土鸡土鸭，军分区、人
武部优先采购；部队的同志每月最少一
次到村委解决难题，到贫困户家中了解
生活情况，解决生活困难。贫困户黄亚
六、黄育辉的父亲生前重病时，扶贫队员
常常三天两头入户送药看望。梁兴旺的
女儿摔断手臂住院时，为防止留下后遗
症，部队专门协调县人民医院专家会诊，
并时常到医院看望慰问。村党支部书记
黄春莲感慨不已：“谁能想到，就在我们
这个山旮旯里，每个村民的手机通讯录
里都有几个‘兵亲戚’的电话，其中不少
还是师团职领导干部……”

8月，陆河村再传喜讯：全村登记在
册的 97户贫困户、466名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村民兴奋地在村委办公楼外挂出
横幅——“脱贫全靠共产党，致富不忘解
放军！”

山高水长，心近路不遥
——广西玉林军分区助力陆河村脱贫记事

■梁英海 本报记者 冯 强

8月 24日，贵州省威宁县海拉乡
新村村王发坤烈士纪念馆，67岁的烈
士遗孀李金花正在为小学生介绍王发
坤的事迹。

20世纪 80年代，一部反映边境作
战题材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享誉全
国，小说中战斗英雄梁三喜感动了一代
人。梁三喜的原型之一就是王发坤。

王发坤 1968年入伍，两年后提干
担任副连长，1978年初已确定转业，并
联系好了地方的工作。就在他即将脱
下军装时，边境风烟骤起。“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国家需要，我义不容辞！”随
后，王发坤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牺牲
在敌军炮火下，生命永远定格在31岁。
1983年，王发坤被民政部追授为烈士。

王发坤牺牲后，李金花收到丈夫
生前寄出的包裹，包裹里有一封信，

信上写道：“如果我牺牲了，你就改嫁
吧……父亲去世，家里盖房子，我总共
借了乡亲们 3000多块钱，欠的账你一
定替我还上，咱人走了，账不能赖！”王
发坤重诺守信，可李金花面对的是一副
如山的重担：他们家所在的威宁县海拉
乡新村村属于喀斯特地貌，耕地较少，
加之山高路远、地势陡峭，是远近闻名
的贫困村。当时才26岁的李金花没有
改嫁，她只留下王发坤的军大衣，将所
有的抚恤金用于偿还债务。随后，李金
花带着两个孩子艰难打拼，用 11年时
间还清全部欠款，完成丈夫遗愿。

2009年，多家媒体发掘并报道了王
发坤烈士及其身后的故事，越来越多的
人将目光聚焦到这个贫困山村的烈士家
庭。军地纷纷行动起来，用不同的方式
表达着对英雄的敬仰和对烈士遗属的关

爱。2016年，毕节军分区、威宁彝族回
族苗族自治县县委、县政府和县人武部
共同出资，帮助李金花家修建两层小楼，
彻底改善了居住条件。与此同时，在军
地各级的支持和帮助下，李金花的两个
儿子王远碧和王远苍靠发展养殖业发家
致富，去年家庭年收入达到10万元。

生活越来越好，李金花开始着手完
成自己的心愿——建王发坤烈士纪念
馆。她腾出小楼二层最大的房间，买来
陈列柜，放上王发坤的遗物，并四处收
集承载有边境作战历史痕迹的物件。
岁月失语，唯物能言。李金花求助王发
坤的战友、人武部及社会各界，征集历
史照片和物件。凭着对烈士的挚爱和
执着，这位朴实的农妇搬回了一张张破
旧的桌椅、一盏盏黯淡的煤油灯、一件
件布满补丁的军大衣、一双双寄托深情

的“千层底”、一幅幅老旧发黄的照片、
一封封寄托深情的家信、一张张发黄的
喜报……将它们放进纪念馆，挂在墙壁
上、裱进相框里、装入展柜中，展示卫国
护边将士的不朽功勋。

如今，附近的学校将纪念馆作为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李金花已为各类参
观人员讲解近千次，参观人数达 5000
人次。她告诉笔者，只要自己身体硬
朗，就会坚持下去,向后代讲先烈的故
事，讲社会的温暖，讲奉献者的光荣。

临别，笔者遇到王发坤的孙子王
明建来向奶奶报喜，正在贵州工贸职
业学院读书的他不仅积极参加村里民
兵组织活动，而且今年报名应征，刚刚
通过体检和政治考核，正憧憬着走进
军营接过爷爷的钢枪。拉着孙子的
手，李金花脸上满是欣慰的笑容。

在军地持续关心和共同帮扶下，王发坤烈士家属脱贫奔小康。烈士遗孀
李金花创建纪念馆，烈士孙儿积极报名应征——

“梁三喜”后人：烈士精神在传承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庆泽 邓 俊摄影报道

“谢谢，谢谢，孩子能转危为安，多
亏了大家……”8月22日，陆军军医大
学西南医院 ICU病房外，得知晋美贡
丹、焦翔恢复意识，家人喜极而泣，对
医护人员和部队领导连声道谢。

8月 19日，西藏军区某通信旅勤
务连指导员晋美贡丹、战士焦翔工作
时被重物砸伤头部，生命垂危。经西
藏军区总医院诊断，焦翔系创伤性开
放性颅脑外伤，晋美贡丹系颅内出血，
医院建议将二人转运至医疗条件更好
的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进行治疗。
然而，此时两人均陷入深度昏迷，特别
是战士焦翔颅内出血严重，并伴有创
伤性脑肿胀、网膜下腔出血、肺炎等多
种症状，暂不具备转运条件。

时间一刻不能耽误。西藏军区总
医院立即为焦翔进行了开颅探查术、
颅内血肿清除术、去骨瓣减压术，清除
了颅内血肿。术后，经神经内科、急诊
科等专家集中会诊，认为焦翔的生命
体征较为平稳，已经具备了转运回内
地继续治疗的条件。

8月 22日，西藏军区与拉萨空军
部队紧急搭建应急医疗救援平台，派
出 1架医疗运输机，跨越 2300多公
里，将两名伤员紧急转运至陆军军医
大学西南医院继续治疗。为确保途
中转运安全，空军还派出医疗专家团
队全程进行监护，随时准备应对各种
突发情况。

西藏军区总医院介绍，为解决
边防部队交通不便、伤病官兵医疗
后送困难等问题，年初以来，军区逐
步建立起“首诊军医－部队作战值
班室－军区作战值班室”3级直升机
医疗救援应急链路，并在 6月份利用
陆军直升机成功转运 1名伤病员。
此次与空军联合搭建应急医疗救援
平台，不仅丰富空中医疗救援应急
链路，拓宽空中生命救援通道，还为
高原地区跨军种联合应急救援积累
了宝贵经验。

据了解，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已经安排专家组，对两名伤员进行集
中会诊，目前两名伤员生命体征比较

平稳，均已脱离生命危险。
图为陆空联合医疗组在医疗运输

机内为伤员治疗。 赵才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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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为国尽义务，不仅家庭受尊
崇，个人也能得到更好地历练成长：华
为总裁任正非、联想总裁柳传志等都是
军人出身。现在国家政策好，当兵发展
空间大……”8月 2日，得知大学毕业生
张字山准备外出务工，项丽娟急忙赶到
他家，和他促膝谈心。一个星期后，张
字山出现在征兵体检站。

项丽娟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
洱源县凤羽镇党委书记。凤羽镇不大，
全镇 3万多常住人口，对于哪家有适龄
青年、哪家出了大学生，项丽娟不仅本
本上有记录，而且有机会就“上门对
接”。年初，项丽娟在起凤村参加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就与即将大学毕
业的张字山建立了联系。

“动员大学生参军入伍，一村一组
都是阵地。”项丽娟说，抓好征兵工作就
是履行党管武装职责，凤羽是文墨之
乡，让更多优秀青年到部队锻炼成才也
是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题中应有之
义。在项丽娟的示范和带动下，凤羽镇
征兵工作推进顺利，目前走上体检站的
大学毕业生已有16人。

半个多世纪前，讲述白族青年追求
爱情的电影《五朵金花》先后在世界 54
个国家和地区放映，创造了中国电影在
国外发行拷贝最多的纪录。“金花”也成
为大理杰出女性的代称。“电影中，‘五朵
金花’是各自领域的翘楚；我们征兵工作

中，也有‘五朵金花’崇军尚武、带动和掀
起从军报国热潮……”8月 9日，洱源县
人民医院，看到带队参检的项丽娟等人，
军分区政委魏新笑着向记者介绍：“金
花”书记项丽娟，“金花”镇长、云龙县功
果桥镇镇长祝天艳等作为乡镇领导，关
注和引领基层征兵工作；“金花”老师李
慧、“金花”医生杨丽波、“金花”参谋徐会
则是在一线，一对一地做动员。

受疫情影响，今年春季学期，大理
大学的学生基本是在家中接受线上教
学。然而，就是在学生无法正常返校的
情况下，学生处副处长李慧发动1075名
大学生报名应征，还组织52名大学毕业
生完成初检，让不少征兵工作者对这位

“金花”老师刮目相看，纷纷前来取经。
“其实青年都有爱国情怀和报国理

想，我做的不过是用校园文化和人文关
怀，浓厚国防氛围，激发其卫国之志和
从戎之举。”负责征兵工作11年，李慧结
合高校学生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国防
教育活动，在学校里相继创建了大学生
国防教育艺术团、“青春军旅”社团和女
子国旗护卫队，让学生多维度了解国
防、认识军队，大理大学每年都有近千
名学子报名应征。疫情期间，李慧协调
学校，在网课系统中专设了国防教育
课，在线动员大学生报名应征，并用微
信对应征报名的大学生进行一对一服
务，跑前跑后帮助解决申请困难补助等

各种问题。
相对于“金花”老师李慧的笑容可

掬，“金花”医生、大理市第一人民医院副
院长杨丽波则有些不苟言笑。担任征兵
体检把关人5年多来，杨丽波恪守“征兵
为打仗，绝不把达不到体格检查标准的
应征青年送到部队”的承诺，带头并督促
体检医生严格遵守《廉洁征兵规定》，未
送走过 1名身体有问题的青年。去年，
她一个高中同学的儿子报名应征，因手
臂瘢痕超出标准在体检中被淘汰。高中
同学反复打电话并请来班主任帮忙说
情。杨丽波的回复坚决而诚恳：“我不能
违反国家的规定，而且，瘢痕大不能去当
兵也是对孩子负责。在部队，高强度训
练容易导致伤疤破裂……”

今年，常态化疫情防控给征兵体检
带来了新挑战。为确保安全，体检站设
置需要按照全封闭、分时段、低密度、多
批次的方式组织，为此医院需投入更多
的人力和物力。杨丽波二话不说，积极
协调，不仅为征兵体检划定了较往年更
大的专设封闭区域，满足体检、候检人
员间隔要求，而且重点配置医疗器材、
优先选配经验丰富的骨干医生，并专门
开通“绿色通道”，确保应征青年来一个
体检一个。

在大理州征兵办，记者见到魏新所
说的“金花”参谋徐会时，她正在忙着做
预定新兵役前教育训练计划。徐会是

2017年由边防部队转改文职到大理军
分区动员处的，虽然此前没有征兵工作
经历，凭着一股子钻劲，她很快进入情
况并成为行家里手。不仅如此，她发挥
自己也是大学生士兵入伍、了解青年所
想；在基层工作多年、熟悉部队所需的
优势，主动为应征青年答疑解惑，当好
应征路上的“知心姐姐”。

“入伍第4年，我参加了边境维稳行
动，看到邻国边民在战火中的无助，庆幸
自己和家人生活在一片安宁的土地上。
军旅生活丰富多彩，虽然有训练中的辛
苦付出，但也有战友之间互帮互助克服
困难后的兴奋，更多的是价值感和获得
感……”这是徐会与昆明理工大学应届
毕业生赵磊的微信聊天记录。赵磊是大
理人，2月中旬曾打电话到州征兵办公
室咨询。徐会不仅认真介绍了大学生征
集政策，还加了赵磊的微信，不时发送相
关通知、注意事项以及自己的从军经历
和感触收获，坚定其入伍决心。

“‘五朵金花’用自己的工作热情，
点燃了青年参军报国的热情，增强了社
会各界的国防观念。”军分区司令员孙
胜利告诉记者，“今年大理州共有 8300
多名适龄青年报名应征，其中大学生
4331人。截至8月24日，已有4300多人
完成体检，通过率和大学生比例均高于
往年，我们有信心高质量完成夏秋征兵
任务！”

云南大理州夯实各级责任选送优质兵员

大理八月好风光“五朵金花”征兵忙
■王震梁 本报特约记者 严 浩

上图：李金花又一次与孙子王明建一
起细看王发坤遗物，重温战斗经历。

右图：李金花给小学生讲战斗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