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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坚守一句“生死诺言”
———记宝应县大孝大爱老兵荀为民（上）

本报记者 董鑫 吴忠祥

“八一 ”建军节 ，烈日
当空。 宝应县射阳湖镇革
命烈士墓，一个黝黑、清瘦
的中年男子， 站在金德勇
烈士墓碑前，洒下一杯酒，
鞠躬、敬礼。

“德勇 ，我的好兄弟 ！
受你所托， 我照顾你的父
母已经三十多年了。”中年
男子一句一顿 ：“前几年 ，
两位老人走了， 走得很安
详。 相信你们在另一个世
界团聚了， 请代我向爸妈
说一声， 儿子想他们了。”
话音未落，泪水夺眶而出。

中年男子叫荀为民 ，
曾是国防部命名的 “硬骨
头六连 ” 的一名战士 。如
今， 他是一家保险公司总
经理。

三十多年前， 在老山
前线， 他与战友许下生死
承诺：谁光荣了，活下来的
人要替对方照顾好父母；

三十多年里， 为了这
一诺言， 他默默替牺牲的
战友尽孝，无怨无悔；

三十多年来， 他用省
下的20多万元工资和伤残
金孝敬烈士父母， 上百次
走入烈士家中， 用一颗火
热的爱心， 抚平老人们的
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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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涛） 昨天上
午， 扬州市旅游协会第三届会员代
表大会召开。 会议选举产生了协会
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会长以及
秘书长、监事等人选，发布了市旅游
协会Logo。 会上宣读了市委书记谢
正义的批示。 省旅游协会会长张卫
国、代市长夏心旻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政协主席朱民阳，市委常委、市人
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孔令俊， 副市
长余珽出席会议。

谢正义在批示中指出， 市旅游
协会成立15年来， 对全市旅游业繁
荣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向
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
旅游业是扬州的永久性基本产业，
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 希望市旅游协会团结带领全市
广大旅游从业人员进一步解放思
想， 聚焦聚力推进全域全业全年旅
游， 为打造独具魅力的国际文化旅
游名城， 满足世界人民对扬州的向
往做出更大贡献。

夏心旻指出， 扬州文化底蕴深
厚，旅游资源丰富，历届市委、市政
府都以保护好、 利用好扬州的旅游
资源为己任，抢抓发展机遇、创新工
作思路， 不断推动扬州旅游业做大
做强。要按照省委娄勤俭书记要求，
把人们心目中的扬州建设好， 满足
世界人民对扬州的向往， 而旅游是
满足人民对扬州向往的重要载体。
市委七届六次全会把打造国际文化
旅游名城作为我市发展的三大战略
之一。新时代背景下，面对人民群众
个性化、多元化、品质化的旅游需求
和市委、市政府新的战略部署，如何
把握机遇，顺应趋势，更好地推动全
市旅游业健康快速发展， 旅游协会
大有作为。

对市旅游协会下一步工作，夏
心旻提出三点希望。要勤勉尽职，发
挥好参谋和助手作用。 旅游协会是
市委、 市政府推动旅游业发展的智
囊和高参， 是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
重要助手。 协会要充分发挥人才集
聚的比较优势， 集中各方面的智慧
和力量， 针对当前全市旅游业发展
中遇到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开展调查
研究，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献计
献策，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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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1982年秋天，宝应县，两个不满20岁的
热血男儿，穿着军装、戴着大红花，走入军
营。其中，一个叫荀为民，另一个叫金德勇。

1984年底， 两人随部队来到老山前
线。四海之内皆兄弟，更何况是老乡。荀
为民和金德勇亲如兄弟，家乡、家人永远
是聊不完的话题。

战场上，炮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
看着受伤、牺牲的战友一个个被抬下来，
两人心里都不是个滋味，脑海里浮现的，

是家中双亲期盼的眼神，而后陷入沉默。
“为民，假如我们两个人谁光荣了，

活下去的那个要替对方照顾好父母。”
“德勇，一言为定！”
说完，两人对视片刻，右手紧紧握在

了一起。
1985年3月8日凌晨， 攻打小尖山的

战斗打响。荀为民、金德勇主动请缨，成
为“十六勇士”突击队员。战斗中，金德勇
不幸被敌人的炮弹击中，光荣牺牲。荀为

民的左肩、左臂和左腹中弹，因失血过多
昏倒在战场。

在医院的病床上躺了整整三天三
夜， 荀为民才从鬼门关逃了出来。X光片
上，荀为民左肩、左臂等部位，10多个白
点清晰可见， 这是他体内残留的炮弹弹
片。他说，“战场上我不怕死，为国牺牲是
光荣的。但现在我不能死，我要好好留着
这条命，去兑现那一句生死诺言，为烈士
父母多尽孝道。”

1985年底，荀为民退伍了，跟随部队
护送烈士金德勇的骨灰回家。

这是怎样让人动容的场景啊！上百人

站在村口， 有看着烈士长大的乡亲们，还
有承受着白发人送黑发人巨大悲痛的双
亲。“英雄回家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不
知谁喊了一声，抽泣声、哭喊声不时响起。

“爸，妈，德勇为国家牺牲了，他是英
雄！”荀为民冲上前，将两位老人拥入怀
抱， 哽咽着说：“以后， 我就是你们的儿
子，我养你们！”

从烈士家回来后， 两位老人泪流满
面的一幕，在他脑海里时常浮现，挥之不
去。“从为身边的烈士父母尽孝做起，努
力去照料更多烈士的父母。”荀为民暗暗
下定决心。

◆坚守◆

一个从战场回来的退伍老兵，三
十多年来的每个节假日， 无论刮风下
雨，都在路上奔波。这些路的尽头，通
往8位牺牲战友父母的家。

牺牲战友的家最远的在浙江、上
海，粗粗地算下来，荀为民已经走过了
3万多公里。

当他第一次拎着大包小包， 满脸
笑容走进射阳湖镇烈士范敬年家门
时，对于这个莫名送上门的“儿子”，两
位老人的态度有些冷淡。 荀为民离开
后， 有邻居跑来跟老人说，“这小伙子
估计也就耍耍嘴皮子，不信走着瞧！”

没承想，荀为民又来了！那天正是
范妈妈的生日， 家里头却是冷冷清清
的，桌上摆着的，还是前些天吃剩的咸
菜。他把蛋糕摆在桌上，将带来的鱼肉
拿到厨房，精心烧了一桌菜。把两位老
人请上桌子， 他倒下一杯酒， 举起酒
杯，恭恭敬敬地站在老人面前，“妈，祝
您生日快乐！ 也祝你们身体健康！”人
心都是肉长的，范爸爸、范妈妈抿着嘴
唇，使劲不让眼泪掉下来，嘴里不停地
念叨着：“好、好、好……”

范妈妈患有高血压， 经常会突然
昏迷。有一次吃午饭，范妈妈又发病昏
迷，正当全家人手足无措时，细心的女
儿看到，母亲嘴唇微微颤抖，似乎想说
些什么。她把耳朵凑近，原来母亲在不
停重复着“打电话，给为民哥哥”。正在
吃饭的荀为民， 接到电话后立即放下
手中的碗筷，驱车赶到乡下，将老人送
入县医院抢救。

苏醒过来的范妈妈， 目光里满是
爱怜，“儿啊，你身体也不好，要多注意
休息。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你要替
敬年健康地活着！”话音未落，两行浊
泪已顺着眼角流出。

（下转3版）

◆承诺◆

全力冲刺
精心做好两大盛会筹备工作

谢正义主持召开会议听取省运会、省园博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要求———

本报讯 （实习生 肖为 记者
吴生锋 邹平） 昨天上午，市委书
记谢正义主持召开会议， 专题听
取省运会、 省园博会筹备工作情
况汇报。他强调，两大盛会筹备工
作已进入收工收尾收官的关键阶
段，要紧绷政治弦、安全弦，全力
以赴、全力冲刺，精心做好两大盛
会各项筹备工作。

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谢
正义对省运会、 省园博会筹备工
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去年以
来， 各地各部门围绕两大盛会紧
锣密鼓地开展工作， 各项筹备工

作按序时进度扎实推进， 取得了
阶段性成果。 当前距离两大盛会
开幕只有40多天的时间， 筹备工
作也进入了收工收尾收官的关键
阶段，要全力以赴、全力冲刺做好
两大盛会各项筹备工作。

谢正义要求， 要加速稳妥做
好在建的城建工程、 环境整治工
程和公园建设的收工收尾工作，
特别是要加快推进城市南部快速
通道、 金湾路和新大剧院三大城
建工程建设， 切实增强人民群众
对扬州城市建设的获得感。 要紧
绷政治弦、安全弦，精心做好两大

盛会开幕式各项工作。 要把讲政
治作为第一标准，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强富美高” 新江
苏和“六个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
全面落实到两大盛会开闭幕式
中；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人员疏
散、医疗救助、供电保障等安全应
急预案，确保赛事平平安安、欢欢
乐乐、圆圆满满；要认真学习广东
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开幕式的经
验，从电视直播效果出发，做好开
闭幕式相关准备工作； 要精心细
心做好开闭幕式的嘉宾、 观众的

入场、退场等组织工作，确保会场
秩序井井有条。 要精心精细精巧
做好省运会嘉宾、媒体接待工作，
精心安排参观线路和参观点，省
运会期间主要会场、 赛场和接待
场馆周边建设工程暂停施工。要
配套做好两大盛会举办期间城市
管理和管控工作， 省运会期间主
城区重点区域禁止渣土车、 罐装
混凝土车和大货车驶入， 所有建
设工地、 拆迁现场围墙要全面出
新， 所有拆迁建筑要全部拆除到
位、垃圾清运到位，所有施工、拆迁
场地裸土要实现防尘网全覆盖。

要全城发动、全民动员，提升公交、
出租车、景点、车站、宾馆等公共服
务的水平，组织开展全城、全民大
扫除。 要以过硬作风保障好两大
盛会的冲刺工作，所有相关地区、
部门领导要带头上路上现场。

会上，市区“三路一环”城市
环境综合整治指挥部办公室以及
市交通运输局、体育局、蜀冈-瘦
西湖风景名胜区、文广新局、接待
办、 仪征市汇报了两大盛会筹备
工作相关情况。

市领导陈锴竑、 姜龙、 王炳
松、何金发、余珽参加会议。

“娃娃机长”
放飞航空梦

“穿上机长
制服， 真是帅气！”
在汶河街道 “树人苑社
区科学实验室”开展的暑假“小
小机长一日培养记”航空体验公
益科普活动现场，陪同的家长们
不停地给孩子拍照，定格难忘的
瞬间。8月8日，30余名小朋友走

进广陵新城一

家航空科技体验

馆 ，以 “小小机长 ”的角
色与自转旋翼机、三角翼飞机等
小型飞机进行了一次 “亲密接
触”， 感受飞行魅力， 放飞航空
梦。

庄文斌 陈君 摄

荀为民翻看战友老照片。 荀为民（中）和战友一同看望烈士金德勇的父亲。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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