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防天空

图片新闻

综 合 3T2019年 10月 14日 责编/刘思源 美编/何若芙E-mail:guofangzk@126.com

83 岁时袁 通过当年连队战士兰云

政的讲述袁谭建努的子女才知道袁他们
的父亲曾经有过多么感人的故事遥

英雄无言遥 9 月 29 日袁湖南省株洲
市野寻找最美的你冶系列先进典型评选
活动颁奖晚会上袁谭建努家庭荣获野株
洲最美退役军人家庭冶称号遥

谭建努出生在茶陵县严塘镇上湾
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遥 1955 年冬的一
天袁19岁的谭建努和村里一个小伙子挑
着香灰到江西莲花去卖遥走在街头袁他的
目光被一则征兵启事吸引遥 他撂下担子
对同伴说院野这些香灰你帮我卖袁钱归你曰
卖不了袁就扔了遥 我要报名去当兵浴 冶

谭建努入伍后袁被分配到广州军
区五十五军 163 师袁后任排长尧连长尧

团副参谋长等职遥 一身军装袁他穿了

21 年遥
1965 年袁谭建努被任命为野狼牙山

五壮士连冶的连长遥 野视死如归尧宁死不
屈冶 的狼牙山五壮士精神一代代流传袁
谭建努牢记于心遥

1968 年 7 月 18 日袁是一个让谭建
努终身难忘的日子遥

当天袁本应去参加营党委会的他放
心不下几个新兵袁请假代替副连长带领
连队到工地进行打炮作业遥 施工时袁经
验丰富的谭建努发现一条导火索速燃遥
危急时刻袁 他挺身冲向即将爆炸的地
点袁一把将 5 名新兵推开遥 野轰冶的一声
巨响袁他瞬间被炸倒在地遥

谭建努变成了血人院全身 200 多处

受伤袁重伤 5 处袁喉管被炸断袁右眼被炸

瞎袁右手腕骨被炸碎袁手掌和手腕只连
着薄薄一张皮袁腹部被炸得肠子外流袁
右胸骨也被炸断了遥 抢救时袁从他腹部
取出一碗沙石遥

昏迷 15 天醒来后袁谭建努说的第
一句话却是院野5 个战士没事吧钥 冶得到
肯定的回答后袁他对围着他的战友说袁
感谢组织和战友给了他第二次生命袁
今后一定加倍努力工作遥

解放战争时期袁野狼牙山五壮士
连冶涌现出野独胆英雄冶于川礼尧剿匪先
锋邓开顺等一大批英模遥 新中国成立
后袁 该连队涌现出舍生忘死的新一代
野五勇士冶要要要谭建努尧周景旋尧袁志勤尧
苏理生尧胡定达遥

1976 年元月袁 谭建努被分配到郴

州遥 谭建努主动要求分配到海拔 1600
多米高的郴州汝城钨矿遥

矿山条件差袁冬天冰天雪地袁春天
阴雨绵绵袁而且交通不便遥 每逢季节变
化袁他全身旧伤复发袁疼痛难忍遥 孩子
们有些埋怨袁 谭建努却说院野爸爸是一
名党员尧一名军人袁哪里需要袁哪里就
是我们的家遥个人的伤痛尧家庭的困难
不必计较遥 冶

矿里最大的困难就是住房问题遥 谭
建努有 5个孩子袁 一家七口住在一间 25
平方米的旧平房里遥野怎么住钥孩子们都睡
双人床袁摞起来住呗遥 冶他笑呵呵地说遥

谭建努在矿上担任福利科科长时袁
手握分房大权遥 有一个晚上袁找他的人

多达 27 个袁家里坐不下袁孩子们被他赶

到门外边站着遥
3 次分房机会袁他都让给了更困难

的职工遥 最后一次袁职工们说袁谭科长一
心想着我们袁这次分房袁再没有他就真
的说不过去了浴

谭建努找到矿长袁坦然地说院野我是
党员袁应该享受在后遥 这次我还是不能
要袁还有比我更需要房子的职工遥 冶

在邻居眼里袁满头白发的谭建努是
个和善的老头袁和常人无异遥直到今年 6
月袁当年的战士兰云政从广西来到株洲
相见袁这位野狼牙山五壮士连冶英雄连长
的故事袁才被家人知晓遥

数十载默默无闻袁 谭建努总是说院
野我是一个兵遥 冶

湖南省永兴县各界干部群众代表在县烈士陵园向人民英雄
敬献花篮遥 敬献花篮仪式上袁2 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袁缓步走向烈
士纪念碑遥 鲜艳挺拔的菊花袁寄托着对革命烈士的深切缅怀和崇

高敬意遥 渊蒋林峰/摄影报道冤

安乡县

战斗英雄王典全荣
获国家级表彰

本报讯渊通讯员 谢忠柱冤近日袁湖南省长沙
市人防办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读书班
开班遥 办机关全体党员尧直属单位和人防设备公
司主要负责人参加遥

开班式上袁党组书记尧主任李志坚作开班动
员讲话袁要求全体党员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自
觉性袁切实把理论武装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
紧抓好曰要明确方法路径袁努力做到学深悟透尧真
信笃行曰要坚持学思用贯通尧知信行统一袁确保取
得实实在在的成效遥全体参会人员集中观看了纪
录片叶时代楷模要要要张富清曳遥 下午袁该办全体副
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围绕野明初心尧守初心袁矢志为
民践宗旨冶为主题开展了研讨交流遥 通过研讨交
流袁该办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本职工
作尧推动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遥

掖被角袁做鸡蛋面条袁甚至班长尧排长给你把洗脚

水都端来了袁这些事情足以把你这个七尺男儿感动得
热泪奔流遥

你想想院部队不跟在家里一样吗钥 在家里也不一
定有这样的待遇啊浴 有这么多好兄弟袁有这么多好战

友袁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干工作呢浴
熄灯号早就响过了遥
不知过了多久袁 突然听到由远及近的脚步声袁我

猜想一定又是连长来查铺了遥 随着轻轻的开门声袁蒙
眬间看见一双穿着布鞋的一个瘦削的身影袁轻轻地飘
进宿舍里袁是连长遥 他环视一下室内物品的摆放袁看一

看每个床位的人员在位情况袁 就在手电光触及铺位
时袁他发现我们班张兵的被子掉在了一边袁他赶紧捡

起来袁给他盖上遥 可是淘气的张兵三下五除二又把被

子蹬掉了遥 连长又忙捡起来重新给他盖上袁并顺手给

他掖得更紧些遥我借着微弱的手电光看见他脸上微微
的笑意遥连长又向我这边走过来袁我赶紧闭上眼睛遥他

轻轻地把压在被子上的衣服往上拉了拉袁把被角掖实
了噎噎我睁开眼袁轻轻地叫了一声院连长袁您噎噎他伸

手摸了摸我的头袁又朝另外一个铺位走去遥
如水的月光照着他英俊而瘦削的脸颊遥
忽然袁眼角间有一种滚热的东西在流淌遥
在部队这个以男性居多的大家庭里袁排长尧连长尧

指导员噎噎为查铺时不惊动战士们袁 他们每晚穿着一
双白底黑布鞋袁都是这样轻轻地在宿舍间穿行袁帮着战

士们冬天盖被子袁夏天盖被单尧掖蚊帐噎噎
一种久违的感觉与心底的温情袁在轻轻的脚步间

一次次传递遥
渊文章节选自叶兵生活曳冤

本报讯渊通讯员 薛栋 李华时冤
按照有关规定袁 从 2019 年 2 月 1
日起袁移交地方政府安置管理的离
退休人员在军队医院就医享受优
先服务遥武警四川总队医院借助这
一优惠政策东风袁与乐山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及乐山市卫生健康委以
野关爱退役军人尧就医服务优先冶为
主题袁军地携手尧融合创新袁拓宽服
务对象范围袁 规定凡持有转业证尧
复员证尧军残证等有效证件的军队
退役人员袁均可在该院享受与现役
军人同等的门诊挂号尧缴费尧就诊尧

检查尧治疗尧取药尧结算等七个优先
服务遥8 个月以来袁该院已为退役军
人提供 1000 余人次的优先服务遥

该医院卫勤处尧政治工作处组
织医务人员进行政策培训并印发
宣传资料袁 及时统一医护人员思
想袁明确退役军人与现役官兵共享
优先的方法步骤遥 除此之外袁医院
还在离退休人员尧退役人员就诊相
对集中的科室加强医护力量袁增设
野军人病床冶等设施袁确保满足广大
退役人员就医需要遥

为充分体现爱心袁提高服务质

量袁该医院率先在全省为退役军人
就医服务方面创新袁开通绿色就医
通道袁在国庆节前为全市退役军人
送上政策红包遥 医院还对 60 岁以
上前来就诊的退役军人专门安排
一名导医护士陪同袁帮助引导看病
就诊袁并为每人建立一份完整健康
档案遥

退役军人章方进因近来一直
觉得胃不舒服袁于是他在老伴的陪
同下就来到医院就诊遥一进门诊大
厅袁他就看到玻璃挂号处贴着野军
人尧退役军人优先冶几个红色字和

其他标识牌遥 怀着试试的心态袁章
方进拿着退役军人证件来到优先
窗口办理挂号缴费时袁导医周姝蕊
说院野大爷袁您是退役军人袁可以优
先挂号袁我帮您办理吧浴 冶在导医的
引导下很快就挂了号袁这让他十分
惊喜遥 随后袁导医又陪同他进行了
门诊医疗服务流程袁一路享受着与
现役军人相同的优先诊疗待遇遥 章
方进动情地说院野武警医院热心周
到的服务袁让我们广大退役军人感
受到了党和军队的温暖袁真心为这
家医院点赞遥 冶

8 月 12 日晚上 11 点 30 分左右袁
陪同几个好友正在湖南资兴东江吊桥
附近旅游观光的魏智华袁他突然听到哎
哟哎哟的痛苦呻吟声遥

野奇怪袁出什么事情啦钥 冶
凭借军人的敏锐袁 魏智华很快发

现东江吊桥附近水面上浮着一名 50 多

岁的男子遥
魏智华敏捷地翻过河边护栏袁一

路快跑赶往岸边袁 一边准备下水救人袁
一边让同行好友和饭店服务员报警遥由
于光线很暗袁加上河水冰冷袁在附近一
家酒店做暑假工的 3 名学生见状也要

求一起帮忙遥 魏智华与 3 名学生分工袁
并嘱咐安全事宜后袁身先士卒袁不顾危
险袁强忍冰冷刺骨的湖水袁争分夺秒向
落水者游去遥

由于落水男子在水上漂浮时间过
长袁 加上小东江水温常年在 12摄氏度袁
全身出现了僵硬袁 无法配合魏智华的救

援遥 作为退役军人的魏智华一边查看落
水男子意识是否清楚尧身上有无受伤尧口
中有无异物等袁 一边与另外三名学生齐
心协力奋力将落水男子拖至岸边袁 一路
大声对落水者喊道野坚持袁坚持冶遥

上岸后袁此时的救护车还未赶到袁

魏智华又赶紧将落水男子湿透的衣服
脱下袁用干物为男子抹干身体袁不停搓
揉肌肉袁 并脱下自己的上衣为他穿上袁
直到 120 救援到达现场袁魏智华才光着
背悄悄地离开了救护现场遥

据警察和救护医生了解袁 正是因
为魏智华与三名学生及时营救袁保护措

施得当袁才挽救了落水男子生命遥
笔者了解到袁1984 年 10 月出生的

魏智华袁2002 年 12 月入伍袁中共党员袁
本科学历袁湖南郴州市苏仙区五里牌镇
人遥 在部队服役期间袁魏智华就是单位
学习成才的标兵袁平时做人处事是人人

皆赞遥凡是单位组织的学雷锋尧做公益尧
参与驻地扶贫帮困尧义务献血等袁他总
是冲在最前面遥

他先后资助 6 名贫困学生袁帮助过
20 多名大病重病的亲朋好友和社会需
要救助对象袁 为 100多名贫困山区学生
捐资捐物袁 连续 6年不间断参加雷锋之

家公益活动和志愿者服务活动遥 他还利
用写作特长袁先后宣传身边 30多名优秀
军人及退役军人遥 每次接受急难险重任
务时袁他不仅当战斗员袁还当宣传员袁始
终在平凡的岗位中默默无闻遥

魏智华始终坚持把个人理想与追

求融入到各项任务中袁把对党和人民的
赤胆忠诚化为建功立业的实际行动袁有
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遥他先后荣立三
等功 2 次尧二等功 1 次袁先后被原广州
军区评为野战士理论先进个人冶 和野战
士理论学习之星冶遥

今年 4 月袁在部队服役 16 年的魏

智华从湖南郴州军分区转业后袁他退伍
不褪志袁退役不褪色遥 先后参加文明劝
导尧帮扶贫困家庭尧志愿城市专项基金
捐助尧野爱心献血季冶 环城公益跑等活
动袁每次用朴实无华的善举袁诠释着野最
可爱的人冶的使命遥

好样的！“我是一个兵”
要要要记优秀退役军人谭建努

通讯员 邓金星 成建梅 覃 琳

他跳水救人
要要要记优秀退役军人魏智华

通讯员 侯桐军

本报讯渊通讯员 杨腊梅冤近日袁在湖南省泸溪
县石榴坪乡民力村袁火红的玻璃椒挂满枝头遥 田坎
边袁农户们有的忙着过秤尧有的忙着装袋尧有的忙着
搬运尧有的忙着结账袁一片丰收喜悦的景象遥

据了解袁 今年民力村玻璃椒种植面积 300
亩袁 共收购玻璃椒 80 万余斤袁 实现每亩增收
4000 元袁约 160 户农户参与并受益袁成功带动民
力村 80 余户贫困户实现家门口临时就业尧增收遥
近年来袁为了帮助石榴坪乡民力村早日实现精准
脱贫目标袁该县住建局渊人防办冤积极引导当地农
户走产业种植的路子袁推行野党支部+合作社+贫
困户冶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袁与有意愿的农户签
订保底收购价协议袁并免费送种子尧送肥料袁派专
业技术人员向农户传授科学种植技术遥保证村民
们的收益并形成产业化发展遥

本报讯渊通讯员 舒孝强冤为进一步推动城区
人防训练演练尧宣传教育尧工程维护尧工作网络等
工作落地落实袁全面促进市城区人防工作有序开

展袁近日袁湖南省衡阳市人防指挥部召开市城区
人防工作推进会遥

会议明确了建立健全野三级渊区要街道要社
区冤人防工作网络冶尧加强人防工程设施安全渊维
护冤管理尧落实人防训练演练尧强化人防宣传教育
四项任务袁并指出抓好城区人防工作落实袁要落
实责任尧严格纪律尧加强对接遥 市人防指挥部办公
室相关业务科及分管领导对四项任务及考核细
则进行了详细解读袁就各城区人防办提出的问题
进行了解答遥 为确保上述四项工作任务顺利完
成袁 市人防指挥部办公室每年从市财政申请 400
万元专项资金袁用于开展城区人防工作遥

长沙市人防办

举办主题教育读书班

窑连载 24

掖被角
此系英雄

衡阳市人防办

召开人防工作推进会

泸溪县人防办

产业种植助力脱贫 本报讯渊通讯员 韦轶 刘德安冤9 月 28 日袁由广
西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袁广西退役军人培训中心承
办的广西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培训网正式投入使用遥

启用广西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培训网袁是广西在
深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培训工作中的一次探索和
创新袁网站以野坚持政策优先尧狠抓末端落实袁坚持
市场主导尧强化政府推动袁坚持自愿选择尧引导合理
预期冶为理念袁借助野互联网+冶的技术支撑袁倾力打
造退役军人求职招聘尧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尧退役军
人创新创业的野三大平台冶遥

据了解袁广西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培训网投入使用
运营后袁将重点加强就业服务袁将研究制定适合退役军

人就业的岗位目录曰加强与企事业单位的对接袁组织开
展区域性退役军人专场招聘袁促进供需信息有效对接曰
加大培训力度袁实行培训尧就业一体化服务曰鼓励创新
创业袁进一步强化对退役军人创业的指导袁组建退役军
人创业指导团队袁为退役军人创业提供服务遥

本报讯渊通讯员 于明进 宋建军冤近日袁江苏省南
京市玄武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解芳君一行来到
维尔驾校袁亲切看望慰问退役军人尧南疆一等战功荣
立者李建云袁并为他佩戴上由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尧中央
军委颁发的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冶纪念
章袁向英雄致以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遥

李建云袁江苏宜兴人袁1986 年 6 月从同济大学
毕业后袁毅然选择了携笔从戎袁先后两上老山前线袁
在南疆一线阵地经历了血与火尧 生与死的严峻考
验袁当年叶解放军报曳尧尧中央电视台等 20 余家新闻
媒体大篇幅报道了他的事迹袁叶战旗报曳还以野关于
大学尖子生李建云该不该走从军路冶为题袁开展了
野怎样看待人生价值冶 的大讨论袁 在军内外引起强

烈反响遥 1989 年国庆期间袁李建云作为英模代表袁
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观礼袁并受到党和国家领
导人亲切接见遥

据悉袁李建云是南京市数千名自主择业军转干
部中唯一一名因荣立一等战功而获颁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者遥

武警四川总队医院

退役军人享受优先就诊待遇

本报讯渊通讯员 何江南冤近日袁对越自卫还击战
荣立一等功的战斗英雄王典全荣获中共中央尧国务
院尧中央军委颁发的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冶纪念章遥

王典全出生于湖南省安乡县焦圻镇袁 于 1972
年应征入伍到广州军区某部服役遥1979 年 2 月参加
对越自卫反击战袁作为连长他带领一个尖刀排攻打
越南同登县城袁阻击谅山敌人袁提前 32 分钟完成上
级交给的穿插任务袁多次负伤袁战后被中央军委授

予野穿插英雄尖刀连冶称号袁被广州军区授予野一级
战斗英雄称号冶遥 他转业回家乡后袁服众组织安排袁
长期工作在乡镇一线袁不居功自傲袁时刻保持军人
本色遥

2008 年 9 月袁他被湖南省人民政府认定为省级
劳动模范遥 他表示袁在有生之年会时刻不忘自己是
穿过绿军装的人袁继续发挥余热袁牢记党的宗旨袁当
好排头兵袁为地方的和谐稳定繁荣发展尧为群众排
忧解难发挥一位退役军人力所能及的作用遥

玄武区

为战斗英雄颁发
国家级纪念章

广西

“互联网 +”助力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编者按院9 月 30 日是野烈士纪念日冶袁 据不完全统计袁近代以来袁约有 2000 万名烈士在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斗争中用鲜血浇灌

理想袁用生命践行信仰遥 和平年代袁全国各地举行各种仪式来纪念英烈袁用烈士革命精神指引和激励自己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遥

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辽宁省沈阳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
行遥 仪式现场袁武警辽宁总队沈阳支队的官兵面对静静矗立的英
雄纪念碑悼念革命先烈遥 他们一致表示袁一定要传承红色基因袁担
当强军重任袁珍惜和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遥 渊邹新江/
摄影报道冤

湖南省花垣县党政军和社会各界代表 300 余人来到该县吉
卫镇革命烈士陵园袁举行烈士公祭仪式袁向烈士敬献花篮袁深切
缅怀为民族独立尧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尧人民幸福英勇献身的革
命英烈袁垂首祭奠不朽英魂遥 渊杨申杰尧侯璇/摄影报道冤

湖南省祁阳县在龙山公园烈士纪念碑前举行烈士纪念日公
祭仪式遥该县党政机关干部尧学校师生尧部队官兵尧烈士家属代表尧
社会各界群众等参加袁深切缅怀为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英勇献身的先烈遥 渊桂海燕/摄影报道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