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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岁月痕迹
回眸光辉历程

当天，参加活动的嘉宾身披“退伍
不褪色”“致敬军嫂”字样的红色绶带，
走进武警部队，领略新时代军人的风
采和人民军队的新面貌和新成就。

榆林武警支队展览馆内充分展示
了该支队官兵忠实履行职责使命，有
效打击犯罪，震慑邪恶，为维护榆林政
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
以及新时代中队各项建设的卓越成
就，吸引了军人及军属们仔细观看。

王亮曾是榆林武警支队的一名士
官，他带着妻子宋娜与女儿王鑫萝一
同再回军营。在走过一排排展板时，
王亮不时地指着展板上的内容，对妻
子和女儿进行讲解。王亮说：“退伍这
么多年来，我时常梦回军营，想起在军
营中锻炼的日子，正是我人生中最重
要、最难忘的宝贵财富。今天，我希望
女儿也能感受到中国军人保家卫国的
赤子之心。”

中队武警官兵展示了军体拳等演
练项目，他们身形矫健、拳脚麻利，整
齐划一，沉着有力，博得大家阵阵热烈
的掌声。

在榆林市科技馆，穹幕电影、太
空探索、微观世界、拓展创新、能源世
界等各种科技展区，让广大军人和军

属们感受到科技的飞快发展和巨大
魅力。

分享军旅荣光
聆听感人故事

1998年抗洪、非典疫情、汶川地
震、新冠肺炎疫情……哪里最危险，哪
里最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

宋爱辉是武警榆林支队的一名老
兵，他来自甘肃省天水市。在当天的
军企大联欢活动中，他与大家分享了
自己的从军故事。“我先后参与领兵、
带兵4次，两次为新训排长，两次为新
训指导员。”宋爱辉说，“我们带兵的人
绝不能把优秀青年给耽误了。”每次，
他都和大家摸爬滚打到一块儿，新训
结业考核连续两年全省第一，给单位
带回来一批好兵。

好儿郎志在四方，行军路尘土飞
扬。宋爱辉的军旅故事，有感动、有浪
漫、更有激励。他自豪地说：“前两天，
榆林籍的军人苏万飞不幸牺牲，他是
我们的骄傲。作为军人，为社会经济
保驾护航、为人民生命财产站岗放哨，
为国家安全戍边巡逻，这就是我们的
价值。让我们‘以年轻的名义，做有意
义的事’，在国家和人民需要时能够站
出来、顶上去，能打仗，打胜仗；在亲人
有难时能够拼尽全力地帮难解困、共
渡难关。”

联欢会上，有军人与军属的故事
分享，以及歌曲《小白杨》《东方红》《军
中绿花》《妻子》，朗诵《为有牺牲多壮
志》等节目，军企大联欢既带来感动，
又充满温情，为广大军人与军属送上
了一道精美的文化大餐，拉近了军民
之间的关系。

礼赞最美军嫂
汇聚前行力量

军嫂，是绿色军营的常青树。周
小华是榆林某预备役团干部股股长张
玉军的家属。作为一名军嫂，她对军
嫂这个身份感慨万千。“我们结婚时，
加上来回，单位只给他批了3天假，举
行完仪式就不见人了，感觉就像做了
个梦似的。2008年初，他到外地执行
维稳任务，一去就是半年多，连电话也
打不了几次。2010年4月，我到他当
时所在部队探亲，没想到青海玉树发
生地震，我只能含着泪水送别丈夫。
2010年7月底，我又去部队探亲，也
就待了一周多点，正好赶上甘肃舟曲
发生泥石流灾害，他又去救灾，我不得
不再次独自踏上返程的火车。”

周小华大学毕业后在兰州工作。
2011年，由于爱人从甘肃金昌调到榆
林，要结束聚少离多的日子，必须得有
一个人做出牺牲。“我是军嫂，做出牺
牲的只能是我。我只好辞掉国企的工

作来到榆林。为这事，我妈没少抱怨
我，但谁让我是军嫂呢？”

这些年来，周小华已记不清自己
偷偷流了多少眼泪。“虽然每次他外出
执行任务我都不舍，但我理解他是军
人，危难时刻，军人必须挺身而出，逆
向而行。作为军属，就是要无条件支
持军人。我会永远做他身后的那朵铿
锵玫瑰。”

活动中，主办单位为现役军人及
军嫂代表、退役军人及军嫂代表献上
美丽的鲜花，送上温暖的节日慰问品。

市工商联秘书长尹庆弘说：“军爱
民、民拥军，是我们国家的优良传统。
市工商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
想，传承和弘扬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
搭建平台，推动全社会形成关心国防建
设、关爱军人军属的浓厚氛围。今后，
我们将继续参与双拥活动，推动全社会
形成关心国防建设、关爱军人军属的浓
厚氛围，为全市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向
好发展贡献力量。”

为冲锋陷阵时刻准备着
1980 年，18 岁的周子军光荣入

伍，成为陆军某部的一名战士。这是邱
少云烈士生前所在的部队，也是我军威
名赫赫的王牌部队。

1979年 2月，越军不断对中国云
南边境一线发起挑衅，对越自卫反击
作战打响，周子军所在的部队奉命抵
达前线。

1985年初，周子军因过硬的军事
本领担任连队代理排长兼班长。他探
索出一套“以老带新，以强带弱，能者为
师，共同提高”和“不打疲劳战，不吃大
锅饭”的练兵方法，加强了官兵训练效
果。在上前线前，他们在边境集结地进
行了为期5个月的亚热带山岳丛林实
战训练。当时，边境地区大多是热带丛
林，密不透风，毒蛇、蚂蟥、蚊虫和野兽
横行，训练非常艰苦，但为了“平时多流
汗，战时少流血”，战士们咬着牙都挺了
过来。

立下生死状 战地写遗书
1986年，在进入前沿阵地前，周子

军和战友们写好遗书，立下“人在阵地
在，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军令状，誓死用
鲜血和生命捍卫祖国的尊严，保卫人民
的安全。

进入阵地后，他和战友们躲在潮湿
闷热的“猫耳洞”里，不少战士患上了皮
肤病，有的战士干脆光着身子在作战。

当时，敌我双方阵地很近，有的地方相
隔不到二三十米。在地形特别复杂、条
件极为艰苦、作战环境十分危险的情况
下，周子军在“猫耳洞”里坚守了378个
日日夜夜，指挥全排抗击了敌人近百次
的小股偷袭。

战火中方显英雄本色
1986年 5月的一天，连队十六号

阵地遭越军炮击，伤亡惨重。上级党委
决定让他带领战士火速赶赴十六号阵
地支援。黄昏时分，他和战友们冒着枪
林弹雨，连夜接管了十六号阵地。

到阵地后，他很快查看阵地障碍物
设置情况，勘察分析阵地的薄弱环节和
敌人可能反扑偷袭的方向，迅速完善了
防御设施，稳定战士们的心理，鼓舞了
战士们的士气。

1986年 8月，老山地区遭受百年
不遇的大塌方，阵地三分之一的哨位被
冲垮，多处通信线路、道路被冲断，给养
无法送到前沿阵地，同时有3名战士被
卷入泥石流中。时间就是生命，他既要
组织人员抢救被掩埋的战友，又要抢修
工事。抢险中，战士们个个被泥石流中
的破竹、弹片划得遍体鳞伤，还要面对
踩到地雷的危险，但战士们临危不惧，
成功抢救回了被掩埋的战友。他带领
党员骨干昼夜抢修道路，恢复了被冲垮
的哨位，防止了越军的偷袭和进攻。同
时，他还指挥战士们浴血奋战，多次抗
击越军的小股偷袭，牢牢守住了阵地。

1987年元月9日，越军以一个加
强排的兵力偷袭阵地，在通讯线路被炸
毁、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周子军
临危不惧，果断指挥全排独立作战，与
敌人顽强拼搏长达6小时之久，无一人
伤亡，取得了毙敌8名，伤敌6名的胜
利，并缴获敌军枪榴弹、手榴弹、炸药等
战利品。周子军所带的排被评为“阵地
管理，阵地建设”先进排，荣获集体二等
功，周子军个人荣获三等功一次。

铁打的身躯建设祖国
1997年 5月，部队执行国家通讯

部光缆施工任务，身为营长的周子军坚
决服从命令，并主动要求到最艰苦、最
困难、最复杂的地段施工。其中昆仑
山、唐古拉山海拔四五千米以上，被称
为“世界屋脊、生命禁区”。周子军不管
刮风下雨，每天起早摸黑，第一个到达
工地，最后一个返回，有时连续20多小
时不合一眼。在长达3个多月的光缆
施工中，他从未有过一天休假，带领全

营在“世界屋脊”上完成坚石地段4公
里、河流地段8公里、一般地段20多公
里的施工任务，提前超额完成了上级交
给的光缆施工任务，为国家通信事业搭
建起一条连接世界的信息渠道。

2000年，周子军转业到地方税务
局，仍保持着部队雷厉风行的工作作
风。作为一名从战场上走下来的老兵，
他默默无闻地甘愿做一名普通的税务
干部，为国聚财，坚决维护税法尊严。
在职务晋升、荣誉面前，他高风亮节，主
动退让，始终用一名退役军人和党员的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永葆军人本色。

回顾周子军20年的军旅生涯，他
和战友们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血与火
的洗礼，用生命和鲜血筑起了血染的长
城。他也经历了和平时代的边疆建设，
将汗水和足迹留在了世界屋脊，留在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他们把最宝贵的青
春献给党和人民军队，为国防和军队建
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他本人4次荣立三
等功，其中战功两次。

神木市税务局携手武警神木中队

开展“八一”联谊活动
本报通讯员高萍 贺鹏报道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93周年，扎实开展双拥工作，激发复转退伍
军人的工作热情，7月29日上午，神木市税务局组织
复转退伍军人，与武警神木中队共同开展以“退伍不褪
色，建功新岗位”为主题的“八一”建军节联谊活动。

活动中，神木市税务局首先为武警中队的官兵送
上慰问品。武警神木中队的战士们为大家表演了歌曲
《战魂》，并带领大家依次参观了武警中队的俱乐部、荣
誉室、指挥训练室和搏击馆、射击馆等。在射击馆，大
家体验了模拟打靶。大家纷纷表示，参观了武警中队，
就不由想起自己曾经在部队的日子。部队的职责意
识、自律自省等品质，值得他们借鉴在税收工作中，要
做到政治上立场坚定、思想上顾全大局、业务上刻苦钻
研，为国聚财，为民收税，体现出军人听党指挥、能打胜
仗、作风优良的光荣品质。

绥德火车站派出所

民警帮旅客找到遗失行李包
本报见习记者耿永飞报道 7月24日，延安铁路

公安处绥德火车站派出所民警马顺华将旅客王女士遗
落在火车站候车室的行李包找回，并专程送至王女士
的目的地山西吕梁站。

据了解，当日下午3时许，马顺华接到宁夏旅客王
女士的报警电话称，其在绥德县火车站候车期间将随
身携带的一个黑色双肩包遗落，内装现金1500元，希
望帮助找回。接到求助后，马顺华立即去候车室查找，
同时安排其他同事进行监控，防止被人捡走。很快，马
顺华找到这个遗落的行李包。

考虑到王女士带着孩子行动不方便，马顺华建议王
女士在目的地吕梁站下车等候，然后乘随后出发前往吕
梁方向的列车进行转交。“谢谢您了！您不光帮我找回
行李包，还专程把包给我送过来，要不是您的帮忙，我真
不知道如何是好。”王女士拿到行李包后感激地说。

“周家儿郎上战场，保家卫
国守边防”。35年前，这个消息
在靖边县黄蒿界镇一个叫周仡
佬的小村庄迅速传开。在随后
的一年里，周子军两次荣获三

等功的喜报从越南前线传回家乡，成为家乡人的骄傲和榜样。“在战斗前线，我们
用生命筑起血染的长城，守护了祖国的安宁。”周子军抚摸着已经发黄的立功喜
报，再次回忆起那段硝烟弥漫的战斗岁月。

致敬军人 礼赞军嫂
——榆林市工商联联合举办庆“八一”主题活动

文/图本报记者 吕晶

从战火硝烟中走来
——记靖边县退役军人周子军

文图/本报通讯员 樊悦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社会稳

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7月27

日，榆林市工商联联合榆林高新区

管委会、榆林军分区政治处，共同

举办“致敬军人，礼赞军嫂”庆“八

一”主题活动，隆重纪念中国人民

解放军建军93周年。榆林军分区、

驻榆某预备役团、武警榆林支队、

驻榆陆军某部现役军人及军嫂代

表，榆林高新区退役军人及军嫂代

表，各直属商协会、企业退役军人

及军嫂代表，共计100余人参加活

动，同庆建军佳节，共叙鱼水深情。

核心提示

吴堡县人社系统

开展主题党日爱心捐赠活动

本报通讯员薛云辉摄影报道 近日，吴堡县人社
系统全体党员干部深入所包扶村慕家塬村、王家圪崂
村、康家塔中心社区等，开展爱心捐赠活动。

在慕家塬村包扶干部为该村爱心超市捐赠了生活
用品，并表示人社系统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起来，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起好模范带头作用，多为包扶村办实事、办好事，为
全县脱贫攻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图为捐赠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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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鲜花送给“最美军嫂”

周子军（左）指导同事进行业务操作

榆林中金建设公司

看望慰问消防指战员
本报记者马蕊报道 7月30日，榆林中金建设公

司来到榆林市消防救援支队，向指战员们致以节日的
问候，并为他们送上慰问品，感谢他们的无私奉献，在
保障企业与员工生命财产安全的同时，也为企业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安全环境。

消防指战员表示，将务实高效地开展企业消防安
全共建活动，为榆林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公司
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做好慰问工作，积极支持消防救援
建设，共同为榆林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英雄苏万飞魂归故土
本报记者郝彦丰报道 7月30日8时30分左右，

随着飞机的降落，一名战友手捧着覆盖党旗的苏万飞
骨灰盒，一位家属怀抱苏万飞遗像从飞机上依次缓缓
走下，为保护国家财产不幸坠崖牺牲的边防军人苏万
飞魂归故土。

驻榆阳区部队官兵代表、榆阳区退役军人事务系统
干部代表及家乡父老、老师、同学等100多人，手拉横
幅，心怀悲痛，纷纷上前迎接苏万飞回家。随后，在4辆
警车、9辆铁骑全程护送下，车队驶向榆林市殡仪馆。

在榆阳区为苏万飞同志举行的追悼会上，苏万飞
生前部队代表介绍了苏万飞的生平及英雄事迹，榆阳
区政府相关负责同志致悼词，苏万飞的家属致辞，全体
人员向苏万飞遗骸默哀、敬献鲜花、三鞠躬等。

据了解，苏万飞生前系西藏军区某边防团边防7连
排长、吉布观察哨哨长。7月15日11时，他在藏南娘姆
江曲河谷的山顶接收索道运送的物资时，不幸跌落到
70米深的悬崖下壮烈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28岁。7
月25日，苏万飞遗体告别仪式在拉萨市西山殡仪馆举
行，身披党旗的他静静地走完短暂而绚丽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