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潜心学理论、乐于帮他人、喜爱拍
照片、热爱写文章……近年来陆续公布
的一些资料和照片逐渐向世人展示了
雷锋的青春风采。更多当代青年认识
到雷锋不仅是为人民服务的好战士，也
曾是一位可爱、阳光的青年。青年官兵
的年龄与当年的雷锋相仿，当以实际行
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以青春名义
擦亮雷锋精神名片。

理想信念充实精神钙质。“我就是
长着一个心眼，我一心向着党，向着社
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雷锋有崇高
的理想信念，在短暂的一生中始终对
党无限忠诚、对工作充满激情、对生活
无比热爱。理想信念能够振奋人的精
神、激励人的斗志，让人在诱惑面前正
气凛然、在磨砺之中愈挫愈勇、在危局
之中越战越强。红军筚路蓝缕跨越雪
山草地，在围追堵截中突破“娄山关”

“腊子口”……就是因为红军战士的革
命理想高于天。一个人能走多远，不
在于有没有健壮的双脚，而在于是否
有远大的志向。青年官兵只有坚定信
念、志存高远，把人生与强军事业紧密
相连，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强军实践中，
将有限青春投入无限奋斗中，才能铸
就非凡、绽放青春的光彩。

不懈奋斗拓展生命宽度。“青春
啊，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
只属于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
劳动的人，永远谦虚的人。”雷锋生命
的长度虽然短，但他用奋斗拓展了生
命的宽度。他在煤油灯下读《毛泽东
选集》，记下近 20万字的学习笔记；他
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掌握了多项农业
生产、驾驶等实用技能。青年官兵学
习雷锋就要学他的“钉子精神”，始终
保持永不满足、永不懈怠的昂扬锐气；
弘扬“挤”的精神，把有限的时间精力
投入到练兵备战、精武强能中，切实熟
悉相关的、掌握共同的、精通本职的；
永葆“钻”的劲头，潜心搞科研、创新战
法训法，不断提升应对危局、遂行使命
任务的能力。

忘我奉献提升青春境界。“当祖国
和人民处在最危急的关头，我就挺身
而出，不怕牺牲。”雷锋作为一名普通
士兵，始终牢记我军宗旨，时时心怀人
民，处处展现着无我、忘我的奉献精
神。刚刚过去的 2020年，在抗疫战场
上，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中，许多“90
后”官兵坚守隔离病房，不少“00”后投
身物资供应保障；在南方抗击洪涝灾
害战斗中，“90后”官兵成为主力军，

“00后”官兵奋勇争先。在抗疫抗洪等
战场上，广大青年官兵不断深化同群

众的天然情感，自觉摒弃“精致的利己
主义”、扫除“骄娇二气”、涵养“两不
怕”精神，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披
坚执锐，展现一往无前的青春力量。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
处处可为。”雷锋以短暂的生命展现了
最美的青春芳华，以一名士兵的身份
被世人铭记。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
人，我们当循着雷锋的足迹，以自强不
息、锐意进取的青春朝气投身强军事
业，继续擦亮雷锋精神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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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魏漠霖报道：“这些‘最美
民兵’是我们学习的榜样。”2月 20日，
不久前刚被旗委、旗政府评选为“新时
代最美民兵”的几名民兵来到征兵体检
站，参与该旗人武部组织的体检工作。
很多应征青年听说他们的故事后连连
称赞，表示要向他们学习，争取早日进
入军营为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民兵作为我国后备力量的重要组
成，在国防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对他们给予表彰，有利于增强广大
民兵的归属感、认同感，从而为国防后
备力量建设汇聚力量。”该旗人武部部
长赵五州介绍，去年，全旗民兵先后 6
次圆满遂行黄河防凌防汛、沿山防洪以
及抗击新冠疫情等任务，参加上级比武
竞赛成绩优异，涌现出许多吃苦耐劳、
奋斗拼搏、精武强能的典型。

为发挥好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今
年年初，该旗组织开展了“新时代最美
民兵”评选活动，经过层层筛选，10名

民兵脱颖而出。其中有军事比武争第
一、抗击疫情打头阵的民兵骨干王林
平；有不爱红装爱武装、巾帼不让须眉
的蒙古族女娃莎仁高娃；有严抠细训、
精武强能的军训“总教头”杨浩……

评选活动结束后，这个旗加大先进
典型的宣传力度，在汽车站、公交车内
张贴优秀民兵的海报和个人事迹，并通
过旗广播站、电视台每日滚动播出，还
在该旗官方微信公众号宣传栏里反复
推送，进一步调动了广大民兵投身国防
建设的信心与决心。

除此之外，该人武部还组织典型到
相关单位开展事迹宣讲报告，推动在全
旗民兵队伍中形成崇尚荣誉、争做先锋
的良好氛围。

身边事照亮身边人。连日来，杭
锦后旗人武部干部职工和民兵队员
汲取榜样力量，积极参与征兵宣传、
军事训练等多项工作，练兵备战动力
十足。

内蒙古杭锦后旗

发挥民兵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本报讯 田俊博、记者屈雷宇报
道：2月 25日，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征
兵工作人员认真对照“一年两次征兵工
作流程图”，将本阶段征兵工作的完成
时间、完成情况等填写在流程图中的备
注栏。

今年是正式实施“一年两征”的第
一年，征集任务和时间节点较往年有了
新的变化。另外，近两年白城市军分区
接收和招录了一大批军兵种交流干部、

转改文职以及社会招聘文职人员，他们
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国防动员和后备
力量建设等业务存在不懂不会的现象。

为更好完成春季征兵工作任务，年
初，白城军分区按照上级文件和征兵工
作要求，制定了“一年两次征兵工作流
程图”，帮助工作人员尽快进入工作状
态、提高工作效率。

记者翻看“一年两次征兵工作流程
图”了解到，他们将全年征兵工作划分为

10个阶段，明确了19个时间节点，并对
兵役登记、宣传发动、体检政考、役前训
练等多个环节的工作任务进行明确规
范，在每项工作末尾处还留有标有“备
注”字样的空白表格用于工作“打卡”。
除此之外，图表后还附有历年来白城市
所辖 5个县（市、区）人武部在征兵工作
中经常遇到的48个问题及解决方案。

“刚交流任职到人武部，对于征兵
工作还不是很熟悉，这个流程图让我们
在更短时间内进入工作状态。”洮南市
人武部政委欧阳传志告诉记者，现在流
程图不仅挂在办公室，征兵工作人员也
人手一份，方便大家对照相应时间节点
提前筹划准备。

截至目前，白城市动员全市 1308
名适龄青年应征报名，达到征集任务数
的7.04倍。

吉林省白城军分区制作图表明确征兵节点任务

挂图作战让工作更高效

“祝贺你们喜结良缘、祝贺你荣立
三等功……”2月 22日，现役军人张双
虎与妻子安育琴在贵州省纳雍县河溪
村举办婚礼。婚礼仪式将要举行时，纳
雍县送喜报小组来到现场，为新郎新娘
送上特殊的礼物——三等功立功喜报
和奖励金。

结婚是人生的一大喜事，在婚礼中

收到立功喜报更是喜上加喜。接过喜
报，张双虎激动地说：“这一天我会永远
铭记，今后将继续苦练本领，再立新
功。”新娘紧握着丈夫的手，深情地说：

“我一定会当一名合格的军嫂，做你最
坚强的后盾！”

尹菊、王庆泽摄影报道

双喜临门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王子冰、罗琦
谚报道：“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报名，留
心周围吹嘘自己关系广、能耐大的‘兵
托’……”2月23日，四川省乐至县春季
征兵体检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县人武
部、县公安局、县纪委监委等部门组成
的“阳光征兵普法宣讲组”现场宣讲，提
醒应征青年和家长警惕不法分子，提高
防范意识。

该县素有崇军尚武的优良传统，尤
其是近两年，广大青年的参军热情愈加

高涨，报名人数远超征集人数，这让一
些不法分子动了歪心思。去年，该县就
有几名应征青年被不法分子所骗，结果
落得人财两空。

为此，今年春季征兵工作启动初
期，乐至县就协调相关部门通过广播、
电视、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联合宣传征兵
政策，同时成立“阳光征兵普法宣讲
组”，发放有关征兵季常见骗局的宣传
手册，并通过剖析近年来的涉军诈骗案
例，让应征青年和家长进一步了解应征

流程，避免他们因存在侥幸心理而上当
受骗。

除此之外，县征兵办公室还遴选出
69名廉洁征兵监督员，组织他们与医务
工作人员一同进行业务培训。同时，该
县把廉洁征兵列入党风廉政建设的巡
回督导工作，通过明察暗访，确保征兵
报名、体检、政考、役前集训、定兵等各
个环节公开公平公正。

前不久，个别适龄青年从网上购买
假学历证书，企图蒙混过关。县征兵办
工作人员得知后，及时上门制止，并向
有关部门举报了售卖制作虚假证书的
网店。

21岁的王正宇今年是第二次报
名应征，他信心十足地告诉笔者：“征
兵每个环节都在阳光下进行，我相信
经过一年的精心准备，今年我一定能
如愿。”

四川省乐至县净化征兵环境受点赞

巡回宣讲阳光征集政策

安徽省太湖县人武部
走访慰问乡村留守儿童

本报讯 谢婷婷、陈镭报道：2月
初，安徽省太湖县人武部联合共青团县
委来到定点帮扶的城西乡大龙村，走访
慰问该村的留守儿童家庭，并为孩子们
送去新衣服、新鞋子、助学金等。

黑龙江省大庆市红岗区人武部
开展无人机操作演练
本报讯 王海波、马晓明报道：近日，

黑龙江省大庆市红岗区人武部组织辖区
某油田公司应急分队新质民兵开展为期
一周的无人机操作演练。红岗区人武部
着眼锤炼寒区无人机综合保障能力，细化
全程应急预案。演练中，新质民兵先后出
色完成无人机基础飞行、特情处置、观察
与报知等任务。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秦灶街道武装部
优惠政策激发应征热情

本报讯 赵爱军、高嵩报道：连日来，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秦灶街道武装部抓
住大学生返乡时机，走进适龄青年家中，
面对面进行宣传发动，并详细询问家长们
的疑虑困惑。随后，针对调研情况，该街
道武装部迅速出台一系列政策，在一次性
奖励金以及退役后工作安排上给予优待
保障，极大激发适龄青年的应征热情。

2月 22日，河南省杞县人武部组织民兵深入城郊乡为优抚对象解决春
耕遇到的难题。图为民兵帮助村民为小麦浇水。 刘银忠摄

刚刚获得市政府授予的“市长奖”，
几天后又荣获区级“见义勇为先进个
人”，接着由一名临时聘用人员转为国企
正式员工，几件好事一起落到一个人的
头上，该有多么幸福。

“李斌值得这份幸福、这份荣誉。”2
月中旬，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退役军
人李斌危难时刻见义勇为，受到地方政
府重奖褒扬的故事在当地传为佳话。

辽河陈平段是主河道南约2千米处
的一个河汊口，地形和水流情况复杂，冬
季河面结冰较厚，很多车辆都会选择抄近
道，从冰面上直接行驶至对岸。1月9日
晚20时左右，李斌与几位好友一道乘坐
私家车回家，当他们行驶到辽河陈平段准
备休息时，一辆轿车从他们身边飞驰而
过，径直冲向陈平段冰面。不一会儿，冰
面上传来令人恐怖的声响，接着是更刺耳
的“咔咔”声。“那是冰面彻底破裂的声
响。”意识到情况不妙，李斌拿起手电筒

“噌”地向轿车落水处冲去，并急忙大声呼
喊：“车掉河里了，快去救人！快！快！拿
冰镩！”同行的朋友，赶忙把冰镩递给了李
斌。到达现场后，只见那辆轿车已经头朝
下扎进了冰窟窿，有两人全身是水地爬上
了冰面，还有一个人正在水中挣扎着往冰
面上游。李斌顺着手电筒的光看过去，那

辆车车头已经全部没入水面，只剩下后门
的半个车窗。

李斌大声地问爬上冰面的人：“车
里还有人吗？”“后座还有一个人！”他急
忙用手电筒搜寻车里的被困者，发现车
身正在缓缓下沉，被困者拼命敲打着后
车窗。李斌的思路非常清晰——只有
破窗，才能救人。于是他俯着身子，用
冰镩用力撞击后车窗，可连戳了五六下
车窗丝毫未损。此时轿车下沉得更快
了，眼看车窗就要完全被淹没，情急之
中，李斌猛地直起身子，奋力拿起冰镩
扑向车窗，凭借全身的冲力拼命砸去，
冰镩终于穿透了车窗，“咕咚”一声，破
窗处冒出巨大的气泡，被困者顺势浮出
水面，李斌紧紧抓住被困者的手，不顾
冰水顺着鼻子和嘴往里灌……上岸后，
李斌已经筋疲力尽，手上也被划开了一
个大口子，鲜血直流，而且脸色苍白，浑
身发抖。即便如此，他还想着被救乘
客，让朋友将他们带到自己家中后，为
其找来干净的换洗衣物。

第二天，当被救者和家人带着礼物
礼金来到家中感谢时，李斌谢绝了。他
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退役军人，
群众遇到危险，理当冲在前面。”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军人本

色。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抢险救人，2017
年，李斌就曾救过一位因交通意外被困
车内的司机，当他把伤者送上救护车后
便悄悄离开了。

“对见义勇为的行为，必须大张旗鼓
褒扬。”李斌“冰河救人”的故事在这个
冬日里温暖了沈城，受到社会各界广泛
关注和赞扬。省、市、区三级退役军人事
务部门第一时间来到李斌家中看望慰
问。沈阳市政府、沈北新区政府相继授
予李斌“市长奖”和“见义勇为先进个

人”，并将李斌特招为沈阳沈北水务有限
公司正式员工。

连日来，李斌的事迹引发热议，当地
两所学校聘请他为“校外辅导员”，沈北
新区区委、区政府作出决定，号召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向他学习。面对表彰和奖
励，李斌腼腆地说：“朋友们都说我勇敢、
舍己救人，但我觉得在那种情境下谁都
会奋不顾身的。尤其是我们这些当过
兵、受过部队培养和教育的人，都不会置
身事外。”

退役军人救人扬美名 地方政府重奖树导向
■ 袁 丽 本报记者 刘建伟 赵 雷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从精神、
物质上对见义勇为者给予重奖，体现的
是对见义勇为行动的认同和尊重，彰显
的是见义勇为者牺牲付出的价值所在，
树立的是崇尚英雄、争做英雄的鲜明导
向，值得称道和点赞。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

才会英雄辈出。”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弘扬见义勇为精神既是时代的
需要，也是社会公德的需求。对见义勇为
英雄实行重奖，不但能让见义勇为者感到
温暖，而且能鼓励引导大家在能力范围内
见义勇为，在全社会涵养起新时代见义勇
为、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浩然正气。

为重奖见义勇为者叫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