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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力武、记者范奇飞报
道：“我们共唱一支歌，金星闪耀在军
旗上，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4
月2日，嘹亮的歌声从辽宁省阜新军分
区综合训练基地礼堂传出。百余名参
加“明大势、知大任、担使命”主题
音乐党课的退役军人唱军歌、学党
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在新
岗位建功立业的信心动力。

阜新市军地联合在退役军人群体
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构建了党委带
头抓、支部具体抓、层层抓落实的责
任体系：军分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
委承担主体责任，加强指导；退役军

人服务中心 （站） 基层党组织，负责
针对各类退役军人特点，制订相应的
教育方案；退役军人党员积极参与各
项学习教育，真正把学习党史同解决
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2月 27日 《建国伟业》、3月 6日
《中国万岁》、3月 13日 《困难打不倒
中国》 ……在阜新市太平区红树街道
金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党史电影
推荐人、“兵支书”任丽秋向记者展示
了一张放映情况表。数据显示，参与
者越来越多，最近一场的报名人数已
超过该站服务的退役军人的半数。任
丽秋说：“通过红色电影了解党史，接

地气、聚人气，党员们可以从中了解
党走过的峥嵘岁月，重温党领导人民
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难历程，
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

如今，阜新市901个退役军人服务
站已成为党史教育的新阵地。去年，
该市村“两委”换届选举进入村“两委”
班子的退役军人有265名，其中村书记、
主任“一肩挑”的 69人。退役军人服务
站发挥“兵支书”的优势，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

“我建议第一节课从读书入手……”
“我赞同，可由此开展党史主题阅读活
动，我推荐习总书记的《论中国共产党

历史》……”3月 20日，退役军人韩
利、张如兵聚在一起讨论。他们听完
军分区的党史教育课后受到启发，决
定面向身边的更多战友做好“二次传
播”。退役后，韩利和张如兵自主创
业，都小有成就，吸纳了不少退役军
人加入他们的创业队伍。正值党史学
习教育开展时机，他们积极参与，主
动筹划，力求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
动力。

在各方努力下，阜新市各领域退
役军人学习党史掀起热潮，传承红色
基因，永葆革命本色，成为老兵们的
自觉行动。

辽宁省阜新市

901个退役军人服务站成为党史教育阵地

“在党最需要的时候，我将把自己
的生命献给党和人民……”清明前后，
刘老庄连通信员的火线入党申请书在
江苏省党史教育基地、江苏省淮安市淮
阴区刘老庄八十二烈士陵园一次次回
响。面对鲜红的党旗、刘老庄连连旗和
荣誉战旗，来自各区县的民兵骨干学习
党史军史、重温入党誓词。

今年是刘老庄八十二烈士殉国 78
周年。78年前的3月18日，为掩护主力
部队和人民群众转移，新四军第 3师 7
旅19团4连官兵，在刘老庄与20倍于己
的日伪军殊死搏斗，全连 82名勇士全
部壮烈牺牲。朱德总司令称这场战斗

“ 是 我 军 指 战 员 英 雄 主 义 的 最 高 表
现”。战后，刘老庄群众厚葬了82位烈
士，并选送当地 82名优秀子弟重新组
建了第 4连，新四军第 3师 7旅将该连
命名为“刘老庄连”。在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战旗方阵
百面荣誉旗帜整齐列阵，刘老庄连荣誉
战旗赫然在列。

前不久，第82集团军某旅刘老庄连
官兵代表，赴淮安参加刘老庄八十二烈
士殉国78周年纪念活动，将刘老庄连连
旗带到英雄地，并送来一面荣誉战旗
（复制品）。这是时隔78年，刘老庄连的
旗帜第一次回到淮安这片英雄的土
地。淮安军分区抓住这一契机，组织了
战旗重回英雄地仪式，推动正在开展的
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驻足刘老庄连连旗和荣誉战旗前，

军分区干部职工和民兵预备役人员感
慨万千。

“抗日救亡动刀枪，战斗在淮阴的
刘老庄，八十二位英雄汉，抗击千余敌
人小东洋……”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参谋
赵波哼唱起《刘老庄连连歌》。他告诉
笔者，作为淮安人，这是他从小就熟悉
的歌。如今面对战旗唱这支歌，有不一
样的感受：“我由现役转改文职，虽然身
份变了，但战旗指引的方向没有变，‘为
人民战斗’的本色不能变！”

“当天晚上，安全转移的乡亲们趁
夜色跑回来，用自家的棉被、木板收殓烈
士遗骸，堆起一座三丈高的坟墓……”再
读那段历史，淮安区人武部政委毛善德
动情地说：“作为党员，要牢记誓言，随
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而人民
不会忘记为国献身者、为民奋斗者。当
好英雄传人，我们要干好国防动员事
业，积极投身强军实践……”

“刺刀捅弯了，就用枪托；枪托砸碎
了，就用小锹砍；小锹砍断了，就用牙齿
咬……”再次聆听英雄事迹，刘老庄合
成化民兵应急救援连连长傅道斌激情
满满：“作为刘老庄的传人，我们要继承
烈士不畏强敌英勇奋战的精神，在练兵
备战和遂行急难险重任务时冲锋向前，
为人民利益奋斗到底。”

“78年来，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刘
老庄精神薪火相传，维和、抗震、抗洪，官
兵冲锋在前，先后有6459名战士在刘老
庄连服役，1718名烈士为国牺牲……”军

分区动员处处长刘波认真记下这组数
据：“刘老庄连不屈的血脉在部队传承，
在家乡也要延续。我们要聚焦主责主
业，不断强化动员工作的指挥力、组织
力、联合力、执行力，提升民兵队伍遂行
多样化支援保障任务能力。”

当年的 4连指导员李云鹏烈士的
妹妹李爱云坚持为 82名烈士守墓长达
半个多世纪，她深情地说：“希望咱们刘
老庄的后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发扬
八十二烈士宁死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
也相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一定会
更强大。”

红色基因一直在传承。英雄牺牲
地——刘老庄乡刘老庄村老支书金成

明骄傲地说，村里几乎每年都向刘老庄
连输送兵员，先后有100多名优秀青年
在刘老庄连服役。这些青年在部队历
练淬火后，回到家乡又成为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的生力军。70多年过去了，
英烈们长眠的这片土地，早已改变了
模样。刘老庄村曾是江苏省 1011个经
济薄弱村之一，这些年来，通过改革
发展，全村588户家家过上了土地有租
金、上班有薪金、村里有补金、入股
有股金的好日子。

“革命烈士为群众闯出一条生路，
我们要带着群众闯出一条致富路、小康
路、幸福路……”荣誉战旗前，新的誓言
响起，新的队伍又出发。

江苏省淮安军分区注重挖潜红色资源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战旗重回英雄故地
■朱立军 周 杰 葛成靠

官兵在刘老庄连连旗前向学生讲述当年的战斗故事。

天上飘着细雨，远山裹着云雾。
84岁的王成恕沿着蜿蜒的水泥路，向
大屿山半山腰缓缓前行。路的终点，
是村民自筹资金建起的革命烈士墓：
门口两块黑色黄岗岩，分别写着“为有
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陵园
中心则是一块高约 3米的赭红色石
碑，上书“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其后是
烈士的墓碑和墓穴。

“50多年了，我每年都来。这里
埋葬的是当年解放宁海时牺牲的4名
烈士……”王成恕告诉笔者，村民视这
4名烈士为亲人，清明来这里祭扫已
成为大家的习俗。

84岁村民尤昌苗回忆起当年的
情景：“1949年，解放宁海的解放军
先头部队一艘侦察船在执行任务返
回途中搁浅在附近滩涂上，被盘踞
在淘畚峙山的土匪武装发现了，双
方发生激战。我当时才十来岁，就
在这边山上眼睁睁看着。一开始是
炮弹声、射击声，后来就直接用石头
砸、用步枪刺，战斗非常激烈……”
经过激战，土匪逃窜，峡山村附近的
渔民摇船过去，将 3名牺牲烈士的遗
体运回并掩埋。1968年，民兵连长
尤东升和尤明苗牵头，将烈士的遗
体和在解放舟山群岛时牺牲的、埋

在茅山头的解放军战士石清友一起
合葬在现在的大屿山。

“我记得当年整理遗骨的时候，
发现里面有一枚刻着‘孙范章’名字
的私章，还有两枚淮海战役和渡江战
役的纪念章。”王成恕说，烈士抛头颅
洒热血的故事，即使时光荏苒，也不
应该被忘记。每年清明节，他都带着
当地的中小学师生前往大屿山，祭扫
烈士墓。

1997年，看到石碑已破旧，峡山
村民决定筹资重建。镇里的少先队员
每人每星期节约1元钱，半年时间积
攒了 9000多元，加上镇里的企业捐
款和镇政府拨款，崭新的烈士墓和纪
念碑得以建成。2017年，宁海县民
政部门又拨款修葺了烈士墓。

强蛟镇中心小学副校长周彦婷，
曾是当年参与捐款的少先队员。一晃
20多年过去了，她也习惯了带上一
茬一茬的孩子们，清明时节来到大屿
山，看望英烈，讲述发生在这片土地
的红色故事。

“半个多世纪，整个村子参与英
烈守护，很让人感动。村民们守护的
不仅是烈士的墓茔，更是烈士的精
神。”宁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王
宁芳说。

每一个村庄，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浙江省宁海县
强蛟镇峡山村拥有的是一段与众不同的集体记忆——

海岛渔村的接力守护
■董安豪 徐铭怿

本报讯 胡开元报道：清扫、擦
拭、镶嵌瓷像……清明节前夕，一群来
自海南的祭扫者到广西凭祥市的匠止
烈士陵园、南山烈士陵园及靖西市烈
士陵园、那坡县烈士陵园，为 15座海
南籍烈士的墓碑镶嵌瓷像。肃立墓碑
旁，祭扫者之一、海南大学军事理论教
研室主任黄海宁泪眼模糊——历时 6
个多月的为烈士寻亲、为墓碑镶嵌瓷
像工程终于完成：“以后，前来祭扫的
人们就能清楚地知道英烈的模样了！”

去年八一建军节，黄海宁和朋友
赴广西十余处烈士陵园祭扫时发现，
部分海南籍烈士墓碑上只有简单的文
字介绍，没有照片。“应该让后人认识
并记住这些为国献身的英雄！”他拍下
墓碑照片，回海南后找到万宁市人武
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提出为烈士墓
碑镶嵌瓷像的想法。很快，一支由军
人、民兵、大学生和志愿者组成的“寻
亲团”出发了。通过现地走访和与新
闻媒体联动，他们找到了吴少光、林德
云、许宇胜、符树彪、黄太吉、李铭初、
李有文、吴庆俊、张明清、黄亚二、官宏
春、文关清、祝毓飞、梁振法、符石春等
15位烈士的亲属，收集到烈士的照
片，制作成彩色瓷像。清明节前，黄海
宁和志愿者们带着瓷像再赴广西。

烈士陵园内翠柏环绕，墓碑整齐
排列，新镶嵌的彩色瓷像上是一张张
青春面庞。志愿者林东三和卓龙师向
烈士墓三鞠躬后，用抹布拭去墓碑上
的灰尘，然后认真描画起烈士墓碑的
碑文。不一会儿，红色的五角星和黄
色的烈士姓名就变得更加醒目。“这
是一次精神的洗礼。他们牺牲时才
20多岁，他们是为了我们今天的美
好生活而牺牲，我们不能遗忘、不该遗
忘……”林东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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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周同义、马浩报道：“起
飞——”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数架无
人机腾空而起，有的盘旋观察拍照、有
的精准投下灭火弹……清明前夕，河
北省邯郸军分区组织民兵无人机空中
侦察排上线备勤，严防辖区森林火患。

邯郸西部山区山高林密，清明前
后，村民多上山扫墓祭祀，防火压力较
大。针对传统人工巡线工作强度大、
作业周期长、视野受限等问题，邯郸军
分区探索“直升机+无人机+人工”协同
巡检新模式。他们提前搞好森林防火

力量预置；与当地林业部门建立情况
通报制度；组织全市180名民兵无人机
操控员集训备勤，完善森林巡查防火
方案预案。

4月 1日，笔者在邯郸市民兵训
练基地观摩了一场无人机操控综合演
练。只见一架架无人机穿越湖泊、山
林、孤岛上空，遂行巡堤护坝、远程
控制、红外搜索、物资投送、三维建
模、跟踪定位、空投灭火等应急任
务。军分区战建处处长王旭东介绍，
目前无人机巡查建模已覆盖邯郸16处

重点林区，相当于搭建了城市空中侦
察走廊，不仅可实时监控火情火患，
为应急行动提供决策依据，还能直接
投弹灭火。2月底，这支民兵新旅初
次出征即立下战功，在扑灭山西左权
蔓延至邯郸的森林火灾中，军分区依
托无人机图传、地方林火监控等系
统，实时掌控林火信息，协调直升
机、无人机3类82架次，运送物资7.8
吨，投放灭火弹 318枚，有效控制了
火势，扑灭了山火。

左图:无人机空投灭火演练。

河北省邯郸军分区探索协同巡检新模式

无人机上线备勤严防森林火患

志愿者为烈士墓碑镶嵌烈士瓷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