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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的喜气在神州弥漫，滚烫的祝

福在时空传递。

年关将近，在这个国人最重要的节

日，多少身在异乡的游子思乡情愫愈发

滚烫，即便远隔千里，即使再多艰辛，也

会奔往家的方向，因为那里有思念、那里

有期待、那里有温暖。

然而，有这样一群人——为了国家献

出青春和热血，再也不能踏上回家的路，他

们的名字叫英烈；同样，还有一群人——

承受着失去亲人的巨大痛苦，再也等不回

自己的家人，他们的名字叫烈属。

吃水不忘挖井人。今天，当我们为

国家的强盛骄傲自豪时，不能忘记那些

为了新中国成立舍身捐躯的革命先烈，

不能忘记那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鞠躬尽

瘁的英雄模范，更不能忘记那些在岁月

静好的和平年代负重前行甚至付出生命

的官兵……就在刚刚过去的1月29日，

空军一架飞机在贵州境内训练时失事，

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为了国家

和人民的利益，他们毅然献出宝贵的生

命，践行着“苟利国家，生死以之”誓言，唱

响了“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壮歌。但

他们和普通人一样，是血肉之躯、有儿女

情长，也时时刻刻牵挂着自己的亲人。

可还记得，革命烈士刘景泰的母亲

陈淑丽，看到战士们头顶高温还在搜救

时，说的那句“战士们太辛苦，别再搜了，

去烧头七吧”，直刺人心；可还记得，革命

烈士张浩的妻子林红艳在参加完丈夫追

悼会后，只带走了一件飞行服、一个飞行

头盔、一本烈士证，那拖着8个多月身孕

离开的身影，让人泪目；可还记得，因公

牺牲的黄竞母亲李庚白，在西北大漠参

加完儿子的追悼会后，没向部队提任何

要求便要返乡，她说“部队很忙，不能在

这里麻烦大伙”，让人敬佩……

烈属们的深明大义让我们敬佩。尤

其是“每逢佳节倍思亲”的特殊日子，

我们在学习、弘扬英烈精神的同时，更

要把其家人的冷暖时刻挂在心上。

英雄身后多少事，谁来关爱慰忠

魂？

习主席在 2017年新年贺词中谈到

中国维和部队壮烈牺牲的烈士，强调

“要把他们的亲人照顾好”。这既凝结了

社会期待和共同的期望，更饱含着对英

烈亲人的礼遇和尊崇。因此，照顾好烈

士的亲人，既是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重

要体现，是对正义精神和英雄主义的大

力弘扬，更是对英烈在天之灵的告慰，

也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过去的这一年，我们欣喜地看到全国各

地广泛开展关爱英烈亲人活动，把暖心

之举当作责任之举，采取了一系列扎实

的举措，想方设法为英烈家属排忧解

难，办实事、办好事的行动深得人心。

如果烈士有知，定当含笑九泉。

当然，不忘烈士之壮举，照顾烈士

之亲属，法规政策是最坚实的保障。这

些年，我国落实优待抚恤革命军人及其

家属制度，坚持褒扬金制度和抚恤制度

并行原则，通过立法保护，先后出台

《烈士褒扬条例》《军人抚恤优待条例》

《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诊治疾

病优待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让烈士

家属全方位享受应有的礼遇和尊崇，让

烈属的荣誉“实实在在看得见”。尤其

是国家在2014年设立每年的9月30日

为“烈士纪念日”，倡导以全民纪念的

方式，强化和提升我国敬仰英雄及其亲

属的礼仪和文化；2017年年底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

士保护法（草案）》，弥补相关政策空

白，这些以国家之名、法律之名对英烈

及其家属的告慰，不仅是一种浓郁的情

感表达，更展示出社会的责任担当。其

间体现的是“国家和人民并没有忘记”

的深刻内涵，散发的是英雄情怀所本该

有的价值温度，培塑的是尊崇英雄的时

代意义。

“又是春来人重聚”。年关将至，军

地各部门正走访慰问英烈家属，有的主动

解决实际困难，有的主动邀请一起过年，

让英烈家属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军队的关

怀，感受到人民群众的敬重，感受到社会

各界的温情。我们更希望，全社会行动起

来，涓流汇海、积土成山，用切实可行的

举措与关爱，把英烈亲人照顾好，把英烈

留下的空白填充好，把英烈未竟的遗志继

承好，形成关心关爱英烈亲人的良好风

尚。让烈士亲人享受到与英雄一样崇高的

待遇，不仅是对逝者的怀念和告慰，更是

对生者的尊崇和激励。

今天，我们关心关爱英烈家庭，既

是对英雄精神的褒扬，也要昭示这样一

个道理：凡是为国为民做出贡献的人，

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为国为民做出贡献的人，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习主席特别强调—

“要把他们的亲人照顾好”
■段文灵 冯思琦

2018年 2月，寒潮席卷祖国大江南
北，骤降的气温挡不住团圆的步伐。火
车站出口，一拨拨拖箱背包的身影涌
出，匆匆赶路；栋栋居民楼内，一个个欢
声笑语地期待家人团圆，温馨忙碌……

团圆，是美丽温馨而又让人期待的
字眼。对于军人家庭而言，因为职业特
殊，团圆更显珍贵。可这份珍贵，一些
军人家庭却再也等不到了。

父母失去儿女、夫妻失去伴侣、儿
女失去家长……这种悲伤也随着年味
渐浓而愈发灼心。

万家欢乐时，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
那些为国牺牲的军人和他们的遗属，并
送出一份由衷的祝福和关爱，以此告慰
牺牲的英烈，祖国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他们。

烈属心里装着一份守望，

最好的礼物是“你来了”

“如果我儿小栓还在，估摸着今年
也能休假回家过年了！”说这话时，山东
省栖霞市的陈淑丽眼圈红了。

陈淑丽口中的“小栓”名叫刘景泰，
是陆军第 72集团军某旅防空营地空导
弹连原班长。2016 年 7 月，在抗击“尼
伯特”台风中，刘景泰把生的希望留给
了班里战士，自己则和他守卫的闽山闽
水融为了一体。“再也等不到这一天
了。”陈淑丽不禁泪湿衣襟。

临近春节，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的
慰问，让陈淑丽暖心。夫妇俩在刘景泰
班里认的 7名兵儿子，总会在各种节日
打电话、发信息。她说部队事多，不奢
望孩子能来陪她过年，但那一声声“妈
妈”，让她觉得小栓就在身边，没有比这
更好的春节礼物了。

一位遗属说，不怕日子苦，就是怕
被忘记。尤其逢年过节，看着别人家里
团团圆圆、欢天喜地，那些自家曾经团
聚的画面像过电影一般，会在他们脑海
中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播放”，泪水也就
止不住地流。

刚刚过去的这两年，仅东部战区陆
军部队，就有刘景泰、张浩、王晓冬、黄
竞等多名官兵因公牺牲。往年的这个
时候，他们中间有的人也在返乡过年的
路上，可是如今却再也不能与家人团圆
了。

2017年 8月 2日，第 72集团军某炮
兵旅副旅长黄竞，牺牲在西北大漠。今
年 2月 2日和 9日，该旅领导分别在苏州
和无锡看望慰问了黄竞的母亲和爱人
孩子。

见到了军人就如见到了亲人。在
苏州，黄竞母亲李庚白紧紧攥住旅领导

的手叙聊。而在无锡，黄竞爱人周仲君
则默默流泪，泪水中有被牵挂的感激与
感动，也饱含对生活的希望。

每个人的心里都装着一份牵挂，万
家团圆的时候，这种牵挂会更加强烈。

1月 31日，第 73集团军陆航某旅政
治工作部副主任简立夫一行，带着部队
官兵的牵挂，来到了南京市江北新区看
望慰问烈士王晓冬的父母。2017 年 1
月 19日,驻闽陆航某部一架直升机夜间
训练,直升机在空中突发机械故障,机上
2名飞行员张浩、王晓冬壮烈牺牲。

紧握简副主任的手，王晓冬的父亲王
勇激动地说：“谢谢你们大老远来看我！”

就在前几天，王勇又收到了王晓冬
生前战友汇来的 5000元钱。营长于嘉
宁在电话里说，因训练任务紧张不能看
望老人，大家的这份孝心请务必收下。
王勇知道无法退回这份心意，便替王晓
冬补交了一年的党费。

其实，许多遗属并不在乎你送来了
什么，在他们的心中最好的礼物就是
“你来了”。

市长来了。2月 7 日，天津市市长
张国清来到烈士家属陈宝祯家，详细询
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他说，无
数烈士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党和政府
会永远铭记。

军分区领导来了。1月 29 日一大
早，山东省枣庄军分区政委韦昌进来到
滕州市柴胡店镇大官村烈士何吉全家
中慰问。他说，关心照顾好军人遗属是
军地各级领导义不容辞的责任，没有人
会忘记。

乡镇领导来了。2月 5 日，安徽省
凤台县刘集镇党政领导，来到朱大圩村
慰问因公牺牲的江苏靖立消防中队原
消防战士朱军军的父母，并送上慰问品
和慰问金。朱军军父母说，孩子牺牲
了，还有政府可以依靠，感谢党和人民
没有把他们忘记！

……
铭记英烈的壮举，是社会的道德良

知所在，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也是对
正气正义和英雄精神的最好弘扬。

让我们欣慰的是，春节之前，全国
各地正轰轰烈烈地开展慰问军烈属活
动。你看，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
州，联合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共同开展
“为烈士父母送关怀礼包”活动，全州
117名烈士父母收到了这份年节礼物。

把英雄的家人当作亲人，

爱到心坎就会更觉“温暖”

英雄牺牲的那一刻，也许没有顾得
上挂念家人，但让烈士亲人享受到与英

雄一样崇高的待遇，不仅是对逝者的怀
念和告慰，更是对生者的尊崇和激励。

在采访中，许多部队领导都表达着
同样的意愿：他们能做的，除逢年过节
走走看看，就是尽可能解决好遗属的生
活困难，让逝者少一些牵挂。

张浩的妻子林红艳怀孕后，辞掉原
来工作安心保胎，原计划等孩子出生后
再找个工作。谁想，孩子还没出生，丈
夫却离开了。

为了能让林红艳有个稳定工作，陆
航某旅党委在做好抚恤金核发工作后
与厦门市协调，安排她在区公安局法制
办工作。“虽然工作比较忙碌，但总算有
个着落。”林红艳说。在江苏南京，浦口
区人武部政委梁宁也是在不断的奔波
中，为王晓冬弟弟协调了满意的工作。

是的，军地各级都深知，关爱英雄
家人，不能只是逢年过节的登门慰问，
更多的是要把工作做到遗属的心坎上。
“感谢政府让我留在父母身边，替

亮亮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申亮亮牺
牲后，当地政府在温县第一高级中学为
申亮亮的哥哥申明明安排了工作，他不
用再外出打工，有了更多的时间照顾父
母。

烈士杨树朋的妻子邹丽娜，被安置
到全额事业单位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工作。在失去亲人的日子，来自各界干
部群众的关怀，帮助她走过那段艰难时
光。

李磊的牺牲对这个原本并不富裕
的农村家庭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为
此，当地政府对李磊家猕猴桃、柑橘的
种植、栽培和销售进行了优先考虑，帮
助联系水果经销商，第一时间收购李磊
家中的水果。

江苏省无锡市军地合力、特事特办
18 天，为因公牺牲的第 72 集团军某炮
兵旅原副旅长黄竞家属周仲君，安排了
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

……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当英雄

为国远去，我们期待更多的人来为英雄

小家遮风挡雨，尽自己的所能为这些家
庭增添一些年味。

特事特办只解一时之困，

靠制度才能“保温”一辈子

春节前，江苏省海安县高新区烈属
李秀芳，收到了县民政局送来的二次大
病救助款。

县民政局优抚科科长杨承和介绍，
他们专门为军人遗属制定了政策：一是
住院看望、生日祝贺、病故悼念；二是国
家公祭日、八一建军节、烈士纪念日、春
节登门慰问；三是除生病医疗费正常报
销外，民政部门对优抚对象实施大病救
助，年底再进行二次大病救助。也就是
说，李秀芳的医疗费基本不需要自己承
担。

为给英烈更多的尊严和崇敬、给遗
属更多的抚恤和礼遇，江苏省海安县将
经验做法上升到制度层面进行固化完
善。

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许多英烈生
前的部队班子换了一茬又一茬，有的转
隶、有的换防、有的裁撤。许多人由此
平添担心：“有事还能找部队吗？”

还记得申亮亮牺牲后，部队专门前
往烈士老家做善后工作，共同为烈士家
属做了许多暖心工程。当地政府表态，
要管申亮亮父母一辈子！但，如果地方
领导换了，“管一辈子”的表态还能兑现
吗？

东部战区陆军某合成旅政委张振
东接受采访时说，信息时代瞬息万变，
当英烈们牺牲后被关注的“热潮”退去，
还有多少人真正去关注他们的亲人过
得怎么样？需要哪些帮助？

特事特办只能解一时之困，只有靠
制度机制才能管长远。早在 2015年，浙
江省就出台了关于军人军属权益的地
方法规《浙江省军人军属权益保障条
例》，其中第 15条就明确规定了军烈属
的优待政策。

当年 6月，驻浙某部军官袁晓在执
行任务时牺牲，被批准为烈士。军地双
方按《条例》规定妥善处理烈士善后事
宜：地方政府领导参加烈士追悼会、看
望烈士遗属并给予 10万元慰问金，协调
解决烈士妻子进事业单位工作、烈士儿
子进重点小学就读等事宜。

两年多过去，回头再看惠及军人军
属的这个《条例》，不但对维护军政军民
团结起到了重要作用，还对保持部队安
全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着积极的
意义。

目前，全国拥军优抚安置政策法规
不断健全，《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烈士
褒扬条例》《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
法》《烈士公祭办法》相继出台，享受国
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近千万人。

有网友说：“对于每一个伟大的灵
魂，遗忘才是真正的死亡。我们要用各
种方式祭奠英雄，也要出台各种政策让
遗属得益。”

笔者关注网上报道，春节前有的地
方组成志愿者队伍，为遗属提供家庭服
务，有的地方让结对人员与遗属一起过
年，等等。虽然暖心，却都是权宜之计，
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英雄家庭的后顾
之忧，必须有相应的政策依据。

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勇担责任、突破
利益藩篱、摆脱部门掣肘、融合军心民
心，切实把烈士的亲人照顾好。这样，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才不
会成为一句空话，敢打必胜的基石也必
将更为稳固。

前不久，民政部负责人表示，将全
面启动“清零行动”，凡是 1978 年以来
没有落实安置政策的退役士兵坚决落
实，做到“一人不落”。这样的国家承
诺，在寒冬中给了为国尽忠的老兵们一
个温暖的拥抱。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
不久的未来，也会在国家层面建立完善
关心军烈属的制度机制，因为契合全社
会关心军烈属的心愿，更为强军兴军注
入正能量，从而形成一股巨大的精神感
召力。

万家团圆时，英雄身后暖流涌动
—春节前对部分军队遗属慰问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丁 勇 李怀坤 田 硕

临近新春佳节，东部战区陆军某
炮兵旅副政委王嵩一行人专程赶到苏
州，慰问因公牺牲副旅长黄竞的母亲
李庚白。

虽然老人家不停说着“工作这么
忙不用来看我”，但大伙儿还是从老人
的言语中感受到了发自内心的感动。

去年 8月 2日，该旅副旅长黄竞
在甘肃酒泉驻训期间，因公牺牲在工
作岗位。处理完黄竞的后事后，帮助
解决他的家庭困难成为旅党委的一项
重要工作。

爱人周仲君的工作问题是黄竞的
心病。两人结婚后，周仲君一直打零
工，既不稳定收入又少。黄竞生前处
事低调，从不愿给组织添麻烦。帮爱
人找个称心的工作，成了他未竟的心
愿。

去年 9月 12日上午，该旅党委去
函无锡市委市政府，希望为周仲君妥
善安排工作。当天下午，无锡市双拥
办主任徐真柱就带人到炮兵旅了解情
况，听取周仲君的意见。

3天后，无锡市委书记李小敏批
示，要求“相关地区和部门要关心黄
竞同志家属的工作和生活”。之后的
几天，无锡市双拥办与市人社局、市
国资委协调研究方案，并提供了多家
单位。最终，周仲君选择了华润燃气
有限公司新业务部。

从 9月 12日去函到 9月 30日正式
定下工作单位，18 天内军地通力协
作、特事特办，让周仲君感受到了真
情。

周仲君告诉笔者，黄竞牺牲后，
除了地方政府的慰问外，该旅党委多
次到苏州、无锡看望，去年年底为她
们发放了 1.5万元的特困补助，还安
排了卫生队医生定期上门体检。2月
2日那天，旅长孙卫钢带着年货再次
上门嘘寒问暖……

面对关心她的军地领导，周仲君
说：“一定会努力工作、好好生活，
带好孩子、照顾好老人，以感谢组织
的关心照顾，告慰老公的在天之灵。”

转眼又到春节，周仲君说，今年
过年她哪都不去，就在部队家属院
过，因为这里有家一样的温暖！

下图：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指定人

员为周仲君（右）进行传帮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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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武部领导带着春联、年画、中国结等年货，走访慰问烈士家庭，将党的温暖送

到烈属心坎上。 邓元生摄

春节前夕，江苏省海安县社会各界开展向烈军属、复退伤残军人等优抚对象送

温暖活动。图为县人武部干部走访慰问高新区西园村烈属张华。 张志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