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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退役军人事务部、财政部发

出通知，再次提高部分退役军人和其

他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

准。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对退役军人的关心关爱，

必将激励广大退役军人将关心化为动

力，把关爱化作担当，立足岗位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习主席在 2019年新年贺词中强

调：“要关爱退役军人，他们为保家卫

国作出了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对退役军人

工作一直高度重视。从免费组织职

业培训，到大力扶持就业创业；从组

建退役军人事务部，到规范悬挂光荣

牌……一系列暖心举措，让广大退役

军人得实惠、有奔头，荣誉感、获得

感、归属感不断提升。

前行不忘来时路，初心不改梦归

处。广大退役军人要珍视党和人民的关

心厚爱，自觉为党分忧、为国奉献、为民

服务，永葆本色、奋发图强、敬业奉献，弘

扬时代新风、立起时代标杆，用建功立业

的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回报人民。

把关心化作担当
■李英杰

本报讯 孙飞、记者陈国全报道：7
月上旬，2019 年度海军招飞工作结束，
录取总人数较去年增加近 20%，录取舰
载战斗机飞行学员较去年增加 41%，录
取平均成绩远超统招一本线，招飞数量、
质量均创历史新高。

记者从海军招飞办了解到，2019
年度招飞工作自去年 9月启动，分初检
预选、全面检测、定选录取 3 个阶段实
施。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踊跃报名、

积极参检。经层层选拔和统一高考，
一批优秀学子脱颖而出，被录取为海
军飞行学员，朝着飞天巡海的梦想迈
出关键一步。

海军招飞办领导介绍说，他们与各
地教育部门沟通协调，将海军招飞区域
扩展到 22个省份，有效改善了生源地域
结构，扩大了招飞选才面。他们还利用
航母、舰载机等特色元素，制作发布《海
空在召唤》系列宣传片，借助媒体全方位

多角度报道，深入上百所重点中学开展
面对面宣传。

与此同时，海军依托地方优质中
学超前选苗育苗，海军青少年航空学
校由 9 所增加到 14 所，将特色教育训
练和空中体验筛选飞行前移到高中阶
段。据介绍，部分综合素质优异的学
员将被选送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
培养。

2019 年度海军招飞工作结束
舰载战斗机飞行学员招收数质量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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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退役军人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为做好退役军人工作提供了根
本遵循。

念兹在兹，一枝一叶

总关情——

“我也是一名军转干部”

有一种身份片刻未曾相忘，有一种
牵挂须臾未曾间断。

在接见第六次全国军转表彰大会暨
2014年军转安置工作会议代表时，习近平
总书记动情地说：“见到大家感到十分亲
切，因为我也是一名军转干部。”

滚烫的话语，深沉的关爱，蕴含着
习近平总书记对退役军人深厚的情感。

我国现有数千万退役军人，他们是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早
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有一批又一批军人
到地方工作，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建功
立业。新中国成立后，大批退役军人到
地方工作，为加强政权建设、恢复和发展
国民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的历史
时期，广大退役军人顾全大局、无私奉
献，成为改革开放的时代弄潮儿，取得了
骄人业绩。“军转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
财富，我们要倍加关心、倍加爱护。”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

老兵过得怎么样？工作安排如意不
如意？各级党委和政府有没有嘘寒问
暖？退役军人的工作和生活，习近平
总书记牵挂于心。

2019年 1月 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天津考察调研，走进和平区新兴街朝阳
里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管理站，详细询问
社区在服务退役军人方面的具体做法，
再次表达了对退役军人的关心关爱。
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
视，切实把广大退役军人合法权益维护
好，把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保障好。

2019年 3月 12日，在出席十三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
团全体会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央
和国家机关、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支
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好退役军人安置、
伤病残军人移交、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
女入学等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退役军人
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温暖：400 万名退
役军人得到妥善安置，抚恤补助标准
连年提高，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得
以接续，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环境不断
优化……

习近平总书记也对广大退役军人
寄予了殷切希望。在接见军转干部代
表时，总书记指出，广大军转干部要到
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积极适应
改革开放时代大潮，牢记生命中有了

当兵的历史，自觉弘扬人民军队光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不同岗位上继续出色工作、活出精彩
人生。

这一声声叮嘱，被广大退役军人转
化为“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磅礴
力量。他们奋力拼搏、开拓进取，阔步行
进在人生新的征途上。

湖北战友集团董事长杨建桥，自主
择业后从送菜起步，逐渐把企业做大做
强。2009年，他被评为全国模范军转干
部。2017 年，杨建桥作为 20 位受邀的
军转干部之一，参加了建军 90 周年庆
祝仪式。
“每每想起，心里总是充满自豪。”杨

建桥说，“在部队，我是保卫祖国的栋梁；
到地方，我要做民族经济的脊梁。”

更多的退役军人，在各条战线上书写
着各自的精彩：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发
动机有限责任公司的李志强，突破技术难
关，成为一名为国争光的大国工匠；广州
海关归类分中心的甘露，由军队转战海
关，从外行变成内行，成长为一名国际海
关税务专家；济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排爆
中队的张保国，排爆 20年，出生入死，和

同事一道守护着一座城市的平安……
大江东去，岁月无声；脱下军装，奉献

地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退役军
人。无论是当年穿着军装保家卫国，还是
现在脱下军装为梦想打拼，他们都继续秉
承军队的光荣传统，以出色的成绩回报这
个伟大时代，回报领袖的深情厚望。

着眼改革，退役军人

工作迈入新时代——

“组建退役军人管理

保障机构”

改革大潮浩浩荡荡，深度撞击着中
国社会每一个领域。

党领导的退役军人工作，始终紧贴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任务
要求。随着时间推移、形势变化，退役军
人工作逐渐呈现出职能交叉、政策不平
衡、不统一等问题，也存在着政策滞后、
制度“空白”等缺陷。一些体制性障碍、
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成为阻碍退役
军人工作发展的瓶颈。

怎样克服这些问题，开创新时代退
役军人工作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以马
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政治智慧、理论勇气、
卓越才能和驾驭全局能力，一语击中要
害：深化改革。

改革，成为退役军人工作寻求突破、
也必须突破的金钥匙。

回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擘画的深化退役军人
工作改革的脉络十分清晰——

2015年，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国家层面加
强对退役军人管理保障工作的组织领
导，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和相关政策制
度。”2016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审议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期间军队
转业干部安置工作文件时，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军转干部安置工作的出路在于深
化改革。”

改革率先从组织机构开局起步。改
革就要改组架构，整合力量，攥紧拳头，
形成合力。

2017年 10月 18日，庄严的人民大会
堂，党的十九大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
报告中宣布：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
构。2018年3月12日，在出席十三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
体会议时，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掷地有声：
“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对于更好为
退役军人服务、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
职业具有重要意义，要把好事办好办实。”
2018年3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
决定，退役军人事务部正式批准组建。

1个月后，2018年 4月 16日，退役军
人事务部挂牌成立。之后，退役军人事
务系统改革梯次接续、前后衔接、压茬推
进，截至 2019年 3月底，全国县级以上退
役军人事务厅局全部挂牌运行。

与此同时，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各级退役军人事务机构和服
务中心（站）抓紧建立和完善，并根据“有
机构、有编制、有人员、有经费、有保障”
的要求，加快实现全覆盖。经过努力，一
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退役军人服务
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是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谋划设计、部署推动的大战
略、大手笔；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眼经济建
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
是促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

伴随这一历史性步伐，退役军人工
作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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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两步，三步……这天上午 10
时许，一支队伍在广东省韶关市华子山
华子坡 106国道旁缓缓前行。他们此行
目的地，是24号井。

走在最前面的老人，两鬓斑白、面容
清瘦。他是朱小华的父亲朱芳沅。

24号井，英雄血染之地——6月 2日
晚，某信息通信基地所属一营三连下士朱
小华，在抢修国防通信线路时舍身救战友
英勇牺牲（相关报道见本报7月14日一

版）。如今，在朱小华倒下的地方，立起一
块刻有“小华英雄井”字样的石碑。
“我想穿上孩子的军装，到他牺牲的

地方看一看……”儿子牺牲后，朱芳沅老
人说出唯一的心愿。除此之外，他没向
部队提任何要求。

云幕低开，草木含悲。站在儿子牺
牲的地方，朱芳沅颤抖着双手，将儿子的
遗照贴进石碑上方的凹槽并弓腰抚摸
着，久久凝视。

“我们都是您的孩子！”三连连长姚
侗搀起老人后，带着全连官兵庄严敬
礼。队伍里的战士冼锦峰前跨一步：“叔
叔，小华班长是为救我牺牲的，以后我就
是您的儿子！”

那一刻，往日车水马龙的国道寂静
无声。

告别之时，在官兵的搀扶下，朱芳沅
一步三回头，望着“小华英雄井”，喃喃自
语：“儿子，我为你感到骄傲……”

“儿子，我为你感到骄傲”
■李明戈 本报特约记者 张能华

“骑兵连，冲锋！”
伴着一声口令，西部战区陆军某

旅玉树独立骑兵连数十骑人马如箭离
弦。连长尼都塔生驭马冲锋在前，一
名骑兵高擎连旗紧随其后。鲜红的旗
帜迎风招展、猎猎作响，旗上“高原民
族团结模范连”几个大字清晰可辨。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70年前曾是
尼都塔生的曾祖父土登宫保面临的选
择题。

玉树在新中国成立前仍沿袭千百
户制度。土登宫保所在的东坝家族，
是清朝政府册封世袭、管辖超过百户
牧民及僧侣的“百户”。1949 年，土登
宫保和其他“千百户”被迫前往西宁，
向军阀献马匹。行至半路，他们得知
西宁解放的消息。是把马匹赶回玉
树，还是送给解放军？

向前走！土登宫保带头做出选择：
迎接解放军、拥护共产党，积极促成玉树
和平解放。高举党的旗帜、走民族团结
道路，从此成为这个家族的坚定选择。

70年来，从土登宫保到尼都塔生，
一家四代初心不改，铁心跟党走、赤诚报
党恩，红色家风在高原藏家代代传承。

恪守一条家训——

“东坝族人必须跟党走，

绝不可三心二意”

在尼都塔生的记忆里，东坝阿宝是
位严父，要得到他的表扬难之又难。

2014年 10月，当他打电话告诉父
亲自己入党的消息时，父亲的赞许令
他至今记忆犹新，“不错！不错！不
错！他接连说了3遍。”

父亲为什么把入党看得那么重？

尼都塔生说，这是因为曾祖父留下了
一条特殊的家训。

1952年，土登宫保弥留之际，召集
子女亲属当面再三嘱咐：“东坝族人必
须跟党走，绝不可三心二意。”

留下这条家训，土登宫保经过慎
重考量——

早年到四川甘孜做过买卖的他，
曾听过当地人对红军的评价。那时候
他便知道，“共产党的部队做买卖很公
道，对民族信仰也非常尊重”。

到西宁送马，参加解放军的入城
仪式，亲眼看到群众对共产党、解放军
的拥护，他更坚信这是一支老百姓自
己的队伍。

离开西宁时，解放军不仅给他们
回赠了丰厚的礼物，还送给他们一面
五星红旗。土登宫保带着这面国旗翻
过雪山、穿过草原、回到玉树，把它挂
在自家房屋最高的地方。

在尼都塔生看来，曾祖父的家训
其实包含了两层涵义：“跟党走”是基
本要求，“不可三心二意”才是真正的
考验。

尼都塔生的祖父彭措旺扎用一生
的行动，为后人树立了标杆。

尼都塔生熟知祖父 6次申请入党
的故事。上世纪 50年代，玉树地区进
行民主改革，彭措旺扎为部队当翻
译。近距离与解放军接触后，他萌生
了加入共产党的想法。

在某些“百户”受到挑唆发动叛乱
时，彭措旺扎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
书。此后，组织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
严格考察。其间，彭措旺扎又 5次递交
入党申请书，直到1960年才如愿以偿。
（下转第三版）

上图：7月1日，尼都塔生（左一）

带领全连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樊文斌摄

一 片 丹 心 世 代 传
—探寻玉树独立骑兵连连长尼都塔生一家四代传承的红色家风

■本报记者 王天益 杨 悦 符马林 特约记者 孙利波

“要关爱退役军人，他

们为保家卫国作出了贡献。”

2018年 12月 31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新年贺词中专门向退役

军人表达关心问候。

一声问候，朴实无华，

却穿透荧屏，瞬间传遍千

山万水，让千万退役军人

热血沸腾：总书记惦记着

我们、牵挂着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