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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纷飞的年代，多少少年远足，
离开家乡，走向革命的漫漫征程，用血
肉之躯构成了中国革命的脊梁。那些刻
骨铭心的战争场面，那些历历在目的苦
难景象幻化在岁月的长河中，凝固成记
忆深处不朽的底色。

走进今天的和平岁月，他们为今天
的幸福燃烧自己，甘做一根红烛。老来
晚景，经历过人生的美丽与悲壮，尽管
他们甘愿将自己删减为零，退守在人生
的潮汐中，但岁月仍无法抹去他们震撼
人心的魅力。记者来到抗美援朝老兵刘
顺章家中，聆听他讲述那段令他永生难
忘的烽火岁月。

老兵刘顺章说，自己是 1948 年 16
岁参的军，1949 年 5 月 19 日解放杭州
时入的党，入党那年 17 岁。自己之所
以被党组织青睐，一是水上练兵，准
备渡江时好多士兵不懂水性，刘顺章
小时候家里有一个大坑，夏天都在水
里头潜水玩水，入伍后排长看他水性
不错，就让刘顺章当起了教练；另一
个渡江的时候刘顺章表现很好，渡江
过去以后，跟着班长冲上敌人阵地，
立了功。

解放绍兴的时候，刘顺章是全军走
在最前面的一个人了。到达前沿阵地，
一个不太高的河滩，离敌方阵地没多
远，刘顺章都能看见敌人青天白日的帽
徽，他端着冲锋枪，英勇的率先冲向敌

方阵地，打死、打伤不少敌人，荣立了三
等功。

当年奋战沙场的热血青年，如今已
成为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今年已经90
岁高龄的刘顺章，过着朴素的生活，虽
然听力不太好了，但是身体依然硬朗，
抗美援朝过去半个多世纪，刘顺章却对
抗战之事记忆犹新。

老兵刘顺章告诉记者，自己后来在
长春航校学习，学的是军械，一月份需
要军械这一部分人，因为抗美援朝战争
打响了，军械负责飞行员的大炮小炮，
37炮 23炮，还要负责飞行员的瞄准器，
负责信号枪，负责飞行员的弹射器。组
织在学校挑选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
员，刘顺章入围被分派到了人民空军志
愿军 17师。刘顺章负责一架飞机。刘顺
章回忆我国的飞机那时候都是苏联的
米格15，打仗起飞都是两架飞机，战机、
僚机，和苏联不一样，人家最少八架四

架，最少是四架，自己负责的飞机是一
架僚机。飞机来了就给装炮弹，不管吃
饭不吃饭，赶快装炮弹，装好再起飞。就
是这也比较苦，因为那时候东北比较
冷，特别紧张，有一次炮卸下来装炮弹
的时候，把刘顺章的腿给压了，一个多
月都没好，就算瘸着刘顺章也不下火
线，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那时候胃也
不好，腿再压了，又感冒了，鼻涕眼泪流
的就没办法，但就两个字——坚持。那
是敌方经常会偷袭，一切没有规律，也
没时间，有时候一夜没睡的都有。后来
刘顺章所在的师撤离最晚，1954年的 4
月份才撤回来。

刘顺章退役后回到侯马生活，他非
常珍视多年前参军的证明、勋章和老照
片，把它们当做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收藏
着，因为这些都留下着他青春时最难忘
的记忆。

刘顺章的妻子许萍说起自己的老

伴，说他对自己对家庭要求都非常严
厉，不管国家要求什么我都积极响应，
比方说这次抗击新冠肺炎，刘顺章说
自己最少也得捐献 500元，家庭每人也
得捐献 200 元到 300 元，少了不行，都
得多捐。刘顺章说：咱们全家人的幸福
生活全靠共产党，咱就得积极响应党
的号召。

刘顺章的女儿刘卫和刘媚谈到自
己的父亲，认为父亲是一个非常自律的
人，对子女要求也非常严格。同时父亲
的军人气质对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影响
也很大，也使自己在工作中养成了严谨
的工作作风和干练果断的办事风格。作
为英雄的儿女，革命者的后代，一定以
父亲为榜样，认真学习努力工作，热爱
生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党和国家
作出更大的贡献。

距离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已经70多年，每一位像刘顺章这
样的老兵都值得我们尊敬。没有他们的
浴血奋战，就没有今天的和平时代。穿
上军装，他们曾是战士。脱下军装，他们
仍是英雄！

本报讯 1月7日，侯马市委书记王
煦杰前往侯马市人民医院新院区、绿
洲食品有限公司等地，检查一线疫情
防控工作。他强调，要不折不扣落实好
省、市各项工作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
思想认识，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严
格压实责任，全力以赴织密织牢织细
疫情防控网。

医院是社会特殊公共服务机构之
一，人员密集，流动性大。在侯马市人
民医院门诊大厅、核酸检测区域和发
热预检分诊处等地，王煦杰详细了解
预检分诊流程、核酸检测流程、医疗物
资储备等情况，要求紧紧围绕当前疫
情防控形势，进一步优化完善医院分
检接诊工作流程，科学设置发热病人、
一般病人、医护人员专用通道，增强医
务人员、管理人员力量配备，同时督促
来院就医人员做好自我防护，保持安
全间隔距离，减少人员扎堆聚集。他
说，要进一步优化完善核酸检测流程，
提高核酸检测能力，加快检测进度，提
升检测质量，同时做好采样场所的消
毒、通风等各项工作，确保采样点的安
全管理和个人防护安全，保证核酸检
测工作顺利进行；要坚决克服麻痹思
想、侥幸心理，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
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巩固来之不易的
疫情防控成果。

在绿洲食品有限公司、冷库等地，
王煦杰详细了解经营场所的冷链食品
进出货、检验检疫以及日常各项防控
措施落实等方面的情况。他说，必须进

一步加强冷链食品疫情防控工作，有
效防范冷链食品传播风险；各食品生
产经营者要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要求，
落实食品安全与疫情防控主体责任，
杜绝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懈怠情绪，
严格落实冷链食品疫情防控各项措
施，同时做好日常清洁、消毒、通风，从
业人员疫情防护等各项措施；相关部
门要加强对冷链食品的监管力度，全
面排查海鲜产品、冷鲜肉类产品、水产
品等重点品种、专用冷冻冷藏库房（特

别是进口冷冻食品的库房）等重点部
位的食品安全隐患；要进一步加强宣
传，引导群众养成安全健康饮食习惯，
增强疫情防控意识，切实筑起疫情防
控的坚固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
健康安全。 （王继宁）

本报讯 1 月 9 日，侯马市委副书
记、市长黄晓君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
作。她强调，要不折不扣落实好省、市各
项工作部署要求，坚决扛牢政治责任，
勇于担责担难担险，以对人民极端负责
的精神，全力筑牢疫情防控严密防线。

黄晓君一行先后到新田广场家和
超市、秦村步行街市场、邮政投递生产
场地及分拣中心、千城物流、火车站、汽
车西站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和听取汇报
等方式详细了解疫情防控工作。

在新田广场家和超市、秦村步行
街市场，黄晓君仔细查阅了相关登记
台账、冷链食品储运、检验检疫及蔬
菜、水果、肉类的价格和销售等情况。
她说，要加强监督检查，加强日常监管
频次，落实好食品安全各项规定，建立

和完善“两本台账”，确保来源可查，去
向可追；要严格落实进口冷链食品生
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确保进口冷链
食品闭环管理，做到对进口冷链生鲜
产品全检测、全覆盖，保障市民的食品
安全。

在侯马火车站、汽车西站，黄晓君
详细了解了重点地区旅客流动量、电子
健康码、体温检测、应急处理措施以及
防疫知识宣传等工作情况。黄晓君说，
火车站、长途汽车站人员密集、流动性
大，是疫情防控的重要关口和关键部
位，要严格按照程序规范操作，坚持扫
码通行和体温检测，落实好人员信息登
记。要加强检测设备、防护用品等各项
保障，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一线工作
人员要做好个人防护，增强自我防范意
识，确保自身安全。要持续加大疫情防
控宣传力度，引导旅客正确理解、积极
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在邮政投递生产场地及分拣中
心、千城物流，黄晓君详细询问疫情防
控工作机制保障情况，并深入监控室
仔细查看了进出车辆和往来快递消毒
工作，要求物流快递企业必须做到“人
防”和“物防”相结合、“外防”和“内控”
相结合，严格按照疫情防控的工作要
求和技术指引，定期开展外环境抽样
核酸检测，对物流快递作业场所、进出
车辆、收寄物品进行全面消杀;加强物
流快递一线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和监
测，切实做到应检尽检，进一步细化疫
情管控工作。 （张 宏）

织密织牢织细侯马疫情防控网
王煦杰检查一线疫情防控工作

坚决扛牢疫情防控政治责任
黄晓君检查基层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本报讯 为了切实消除进口冷链食品新冠
病毒防控隐患，进一步做好进口冷链肉品和水
产品集中监管总仓，存量货品和总仓启用前进
入我省存量进口冷链食品核酸检测和预防性消
毒等工作，有效防范新冠病毒通过进口冷链食品
输入的风险。日前，侯马市场监管局联合侯马市
疾控中心对辖区库存冷链食品开展处置工作。

处置中，工作人员对全市的所有进口冷链
食品进行了核酸检测，在检测合格后进行全面
消杀，并加贴了食品安全追溯码。与此同时，市

场监管局还建立了“冷链食品安全追溯平
台”，并及时将《存量进口冷链食品信息登记
表》等相关信息上传。这样一来公众就可以通
过扫描二维码，进入微信公众号，随时查到所
购物品的食品安全追溯码。

侯马市场监管局也向社会发出通告，提醒
市民：尽量到定点市场、超市或者门店去购买
进口冷链食品，在购买时要关注是否有已检
验、已消杀标识，包装盒上是否有“食品安全追
溯码”等字样。 （王登博）

本报讯 1月 5日，侯马市张村办举
行农家书屋配送图书交接仪式，一批新
图书充实到农家书屋，进一步丰富农民
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农家书屋建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社会
主义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迫切需要。送书进农家不仅是一
次文化惠民活动，更是意识形态领域阵
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次配送的图书共63种，内容涵盖

政策理论、少儿读物、健康卫生、名人名
著、科技普及等，内容丰富、制作精美、品
质优良，适合各个年龄阶段群众的不同
阅读需求，对于提升基层党员和广大农
村群众整体素质具有重大意义。

侯马市新华书店总经理董淼表示
要一如既往的落实党和政府的文化惠
民政策，把农家书屋建设成宣传思想文
化阵地的堡垒屋，农民群众增收致富的
黄金屋，村民们聚在一起交流学习的和
谐屋。 （赫翔桩）

近年来，侯马市以设施蔬菜、
特色露地蔬菜、食用菌三大板块
为特色，以“三品一标”认证为抓
手，大力发展蔬菜种植产业，促进
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大棚蔬菜是侯马市凤城乡北
王村的主导产业。在侯马文杰种
植专业合作社的温室大棚里，一
棚棚健壮整齐、翠绿均匀的圣女
果苗展现在眼前，郁郁葱葱，长势
喜人。见到邱文杰时，他正和几名
村民在地里忙活着。今年，邱文杰
早早就与多家种植合作社签订育
苗订单，凭借着果蔬和育苗销售，
切实让邱文杰尝到了大棚种植带
来的甜头，日子越过越舒坦。

提起大棚蔬菜，侯马文杰种
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邱文杰骄傲
地说：“咱这圣女果每亩地产量
5000 公斤，预计销售额在 30000
元左右，每亩地定植 3500棵，同
时销售苗木在侯马本地、新绛、曲
沃，年销售苗木150万棵左右。”

侯马市依托有利的区位环境
优势和良好土壤水质条件，大力
发展无公害蔬菜种植，初步形成
了以设施蔬菜、特色露地蔬菜、食
用菌三大板块为特色的蔬菜产
业。同时，侯马市大力实施品牌战
略，不断加大蔬菜产品商标注册，
绿色食品、无公害产品认证力度，
靠品牌优势占领市场，进一步加
大技术推广力度，不断提高蔬菜
种植的科技含量，组织有经验的

技术人员深入到蔬菜生产第一
线，进行技术跟踪和科技培训，
蔬菜生产效益显著提高。同时，
通过专业合作社创新种植模式
还能带动更多村民、群众就近就
业做“工人”，实现了家门口就
业，增加了收入，大棚蔬菜种植、
育苗不仅让种植户鼓起了“钱袋
子”，也带动了周边的村民们增
收致富。

“我现在一年在蔬菜园做10
个月的活，一个月2000多元，一年
收入能20000多元，收入十分可观。
还离家可近，比外出打工可强多
啦！”凤城乡南上官村村民杨爱玉
提起现在的工作，笑得合不拢嘴。

为了鼓励群众种植蔬菜，侯
马市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措
施，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蔬菜
生产中来。如今，全市的蔬菜产业
规模不断壮大，生产效益稳步攀
升，农民收入持续增加。目前已形
成了以瑞河食用菌产业园、北王
文杰日光温室产业园、艺农日光
温室产业园、丰馨源蔬菜采摘园
区等为代表的三十个蔬菜产业
园，全市蔬菜总面积 1.6万亩，预
计带动菜品类产值 3亿元左右，
带动农户3000多户，带动周边县
市生产基地2万亩。

书屋传书香 书香润新田

保障“菜篮子”
鼓起“钱袋子”

“90后”老兵刘顺章

芳华已逝 英雄不老

特 色农业

侯马严把库存冷链食品输入关

王登博

本报讯 为进一步深化靓城提质行动，提升
城乡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干干净净、
清清爽爽“迎双节”，自2020年12月20日开始，
侯马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城乡环境集中整治活
动。活动开展以来侯马市上下以“全民行动、城
乡提质，防疫有我、爱卫同行”为主题掀起了爱
国卫生运动热潮。

侯马市路东街道办在辖区掀起了卫生运动
热潮，各社区针对实际情况，对乱堆乱放杂物、
枯枝败叶、背街小巷卫生死角、路面“牛皮癣”进
行了集中整治，出动渣土运输车 30余台，清理
垃圾杂物 220余立方米，辖区卫生环境得到全
面提升。

在高村乡西贺村，乡里的包村干部、市里的
驻村工作队、环境卫生整治包联侯马人民医院
的工作人员和村两委干部深入整治一线，带领
群众义务劳动，连续攻坚 4天时间，动用铲车、
挖沟机、三轮车等机械车辆，集中清理供热工程
残余垃圾 200余车，全村大街小巷面貌明显改
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凤城乡西赵村小学成立了美丽乡村志愿者
小分队，孩子们用环保宣传画呼吁大家爱护环
境不乱丢垃圾，并把环境课堂学到的知识带回
家，通过“小手拉大手”“小家”带动“大家”，营造
爱护环境，保持卫生的乡村文明新风。

浍滨街道各社区联合包联单位举办“环境
卫生整治”主题党日活动。此次主题党日活动，
广大党员率先垂范，组织动员包联单位干部职
工、辖区“三长”、志愿者、居民 400余人参与整
治，出动垃圾清运车 23车次，对 10个难点片区
进行整治，大家对社区犄角旮旯卫生死角进行
仔细清理，让整个社区环境焕然一新。

各个乡办还组织整治成果观摩活动，对整
治成果进行评比，找差距、补短板不断提升卫生
环境整治水平，对卫生环境措施完善机制健全的
经验做法倡导推广，使环境卫生这项工作长期有
人抓有人管，巩固卫生整治的成果。（赫翔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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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煦杰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王煦杰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黄晓君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黄晓君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时 代先锋

买雁彬

工作人员对辖区库存冷链食品进行检查工作人员对辖区库存冷链食品进行检查

加强疫情防控 护佑生命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