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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列全国道德模范孝老爱亲候选
人，他当之无愧，我们以他为荣。”这几
天，东部战区某部四级军士长王皓锦的
事迹被该部领导和战友纷纷点赞、转发。

来自皖北农村的王皓锦，在家里是
个孝顺懂事的好孩子，上学时是品学兼
优的好学生。参军入伍后，他非常节
俭，每月大部分的津贴和工资都寄给父
母补贴家用。

2009年，王皓锦与张文玲走进婚姻
殿堂。王皓锦父母生活在安徽界首，岳
父母家在宁夏中卫，而两人的小家在江
西南昌，多地分居的生活没有磨去这对
年轻人对彼此的忠贞和对家人的真情。

2010年，王皓锦的父亲突发脑萎缩
精神障碍，病情严重时，连续几天都不
肯睡觉，几度想跳楼轻生。正当王皓锦
匆忙请假准备回家探望时，上级一纸急
令调他去抚州唱凯堤抗洪抢险。一边
是父老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一边是亲
生父亲的生命安危，当王皓锦左右为难
时，通情达理的妻子安慰他：“家里的事
你别担心”。第二天，张文玲就带着全
部积蓄回老家为公公治病。

执行完抗洪抢险任务后，王皓锦马
上向单位请假，赶到医院寸步不离地护
理照顾父亲。有一天，父亲突然发病，
情绪大变，王皓锦和母亲不停抚慰都没
能让他平静下来。突然父亲狠狠给了
王皓锦一记耳光，接着就是一顿拳打脚

踢。一向把自己捧在手心的父亲是怎
么了？向来坚强的王皓锦泪流满面，却
转过身来安慰母亲：“比起你们受的苦
累，我这点委屈不算啥。”

老吾老及人之老，王皓锦在孝敬父
母的同时，还弘扬孝亲敬老精神，积极
践行礼貌家庭、和谐社会理念。这些
年，邻里乡亲生了大病小病，只要打电
话给他，他总是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有一年，邻居大叔驾驶农用车翻倒在路
边水坑，王皓锦第一时间组织村里的青
壮年施救，并联系救护车把邻居送到医
院。得知要花不少手术费用，他又骑着
自行车去亲戚家借钱垫付。

大爱无私，大孝无疆。王皓锦以军
人特有的情感和方式践行孝老爱亲的
传统美德。入伍 16年来，他工作认真，
自我要求严格，多次被评为优秀士兵、
优秀士官、优秀党员。王皓锦一家还被
评为 2017年“全国最美家庭”、2018年
第十一届全国“五好”家庭。

孝 爱 无 价 真 情 浓
——记军队系统全国孝老爱亲模范人选王皓锦

■李 宏 本报记者 孙兴维

德 耀 中 华德 耀 中 华

孝心未必惊天动地，孝行在于
尊亲念恩的点点滴滴。

——王皓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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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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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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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擘画蓝图，着眼长远做好顶层设计——

“要把退役军人事务全面抓起来”
退役军人工作谁来做？做什么？怎么做？
这些问题，涉及退役军人工作的目标和方

向，是退役军人工作的根本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

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
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军转安置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力
量。”——阐明了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
意义。

“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维护军人
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
业。”——指出了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的目标
任务。

“要坚持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军队建设服务的
方针，贯彻妥善安置、合理使用、人尽其才、各得
其所的原则，推进退役军官安置管理保障体制机
制改革和政策制度创新，逐步完善服务保障体系
和相关政策法规。”——确立了新时代退役军人
工作的方针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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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的总体
要求。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这些重

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的基本
问题，立起了统领建设的魂、指导工作的纲。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
下，退役军人工作系统扬帆起航、乘风破浪，勠
力同心、砥砺前行，交出了一份凝结着汗水的成
绩单：

——多项政策相继出台。在退役军人党员
组织关系转接管理、退役士兵安置等领域，已出
台了 12个政策文件。下一步还将着手制定出台
一系列政策文件。

——安置任务有效落实。2018年，完成了
8.2万名军转干部安置任务，共接收安置 40多
万名退役士兵，其中 4万多名符合政府安置条
件的退役士兵安置任务基本完成，实现了 123
家中央企业接收安置退役士兵全覆盖。完成了
9600多名军休干部和退休士官安置任务，超额
完成 30.4%。

——就业创业大力推动。会同军地 12个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工作的意见》。2018年，全国各地共组织专场招
聘会1400多场次，提供就业岗位60多万个。

——服务保障重点落实。重点优抚对象抚
恤和生活补助提标时间由10月1日提前到8月1
日，平均提高幅度10%。同多家银行签署拥军优
抚合作协议。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家庭悬挂
光荣牌 3958万块。部署开展了退役军人和其他
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作，目前已采集信息3900多
万人，全国统一、上下联动的退役军人信息数据
库和管理平台正在建设中。

……
展望未来，退役军人工作将在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论述精神的指引下，高扬风帆、破浪远航。

尊崇关爱，万千家庭感到荣光——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2019年5月20日，山西一个偏远的山区。在

外务工的王宁接到母亲的电话，说乡里的领导为
他们家挂上了光荣牌。王宁立即放下手头的工
作往家赶，回到家天已擦黑。当他在月光下看到
金灿灿的光荣牌，顿时泣不成声。他在一封感谢
信中说：“我深知，光荣牌不只是一块普通的牌
子，更是党中央和习总书记给予退役军人的最高
荣誉和莫大关怀！”

小小光荣牌，分量重千钧。在习近平总书记
心中，老兵的位置很高，很特殊。

95岁的老党员张富清是原西北野战军一名
战士，在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先后
荣立一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被西北野战军记

“特等功”，两次获得“战斗英雄”荣誉称号。1955
年转业时，他服从组织安排，到湖北省最偏远的
来凤县工作，在贫困山区一干就是一辈子。60多
年来，张富清尘封功名，直到2018年底，在退役军
人信息采集中，他的事迹被发现，这段英雄往事
才重现在人们面前。

了解张富清同志的先进事迹后，习近平总书记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
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事迹感人。在
部队，他保家卫国；到地方，他为民造福。他用
自己的朴实纯粹、淡泊名利书写了精彩人生，是
广大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学习的榜样。要积极
弘扬奉献精神，凝聚起万众一心奋斗新时代的强
大力量。

2019年 6月中旬，中宣部授予张富清同志
“时代楷模”称号，在全社会掀起一股学习热潮。

（下转第二版）

奋力开创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新局面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退役军人工作纪实

■梅世雄 卢晓琳 周燕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