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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州，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绝大多
数来自祖国四面八方，但他们却把常州
当作第二故乡，视人民为亲人，在苦练精
兵矢志打赢的同时，抢险救灾、扶贫帮
困、生态治理、安保维稳、参与地方文明
创建、双拥创建……在各种急难险重任
务中，更是一马当先。岁月更替，铁打营
盘，他们一茬又一茬传承优良作风，让爱
民情怀永驻，留下无数动人篇章。他们，
就是驻常部队的子弟兵。

一堂国防教育不停歇

“高接低挡，闪转腾挪，武警官兵你
来我往的对抗演练，让我浑身热血都沸
腾了。”正值暑假，看完官兵们血性十足
的擒拿格斗表演，常州外国语学校赵老
师激动地说。近距离地接触武器装备、
参观部队训练、体验军旅生活、感受军人
情怀，这是每年驻常部队举办军营开放
日的一个缩影。

“戈壁滩天气变幻无常，沙尘暴呼啸
而来，把帐篷刮翻，脸盆像车轱辘似的连
滚带飞。白天战戈壁，夜间斗风沙，还要
忍饥挨饿……”军休老干部王文琴在社
区道德讲堂上，讲述着在戈壁滩上32年

“筑梦航天”的奋斗故事，台下许多听众
为之动容，感动落泪。

今年，驻常各军休所通过开展“百名
军休干部讲百年党史”活动，组织军休干
部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用视
频党课、故事党课、情景党课等形式，讲
述那段亲身经历的激情岁月，传递坚守
爱党报国的初心使命和忠诚奉献的动人
情怀。

驻常各部队一直把开展全民国防教
育、弘扬爱国主义当成义不容辞的责任，
积极发挥军营、军人、军休干部的“活教
材”作用，利用军史馆、荣誉室、装备器
材，广泛开展国防教育、军（警）营一日和
军训活动，有效激发了全市群众关心国
防、支持国防、建设国防的政治热情。

一种为民服务永传承

社会的责任就是部队的责任，群众
有难处，部队官兵显身手。

每年春运高峰，在沪蓉高速公路服
务区、常州火车站，都会看见一支臂带红
十字袖章、身着军装的医疗服务队，他们
为过往旅客提供免费应急药品，免费量
血压、体温，测血糖、健康咨询服务，开展
心肺复苏、外伤包扎等急救基本知识培
训。他们是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常
州医疗区组织的春运医疗队，这已成为
该院爱民为民服务的“常规项目”。

作为全军精神医学中心、心理疾病
防治中心，904医院在服务来诊患者同
时，也挂念着边远的老区人民。每年，他
们会多次组织由高资历专家组成医疗
队，开展“联勤军医老区行”活动，到常州
相对偏远村庄，为行动不便的群众上门

巡诊，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军人医疗
服务。每次巡诊医疗队都会免费为群众
赠送价值20万元药品，医院每年减免特
困群众医疗费用达30万元。

近日，河南郑州洪涝灾害牵动着全
国人民的心，在接到任务命令后，50名
消防救援指战员和中国安能二局常州分
公司19名退役军人星夜起程，奔赴前
线，在与时间赛跑中，指战员不顾劳累、
连续作战，全力争取让人民生命财产的
损失降到最低点。

一份爱民真情润无声

多年来，驻常各部队主动担起“守护
一方水土、关心一方冷暖”的责任，在扶
贫帮困中体现为民情怀。

常州军分区、各人武部常年与苏北宿
迁、常州溧阳贫困村开展扶贫帮建，先后
投入扶贫经费202万元，援建产业项目5

个，帮助挂钩的贫困村全部实现脱贫。
武警常州支队持续搞好与溧阳道人

渡村、社渚敬老院、西林实验小学挂钩结
对，投入35余万元为道人渡村修建了

“富民路”、疏浚了“济民渠”，投入80万
元资助贫困学生、慰问孤寡老人。

常州陆军预备役通信团官兵跨越常
州10个镇44个村，行程900余公里，对
60户军烈属、困难退役军人逐个登门，
开展有针对性的扶贫帮困活动。

海航驻常某部队官兵有常年开展学
雷锋活动传统，利用节假日到敬老院、福
利院为孤寡老人、孤残儿童打扫房间、维
修水电，为村镇贫困群众送去米面油等
生活物资，传递温暖、奉献爱心，用扶残
帮困的实际行动赢得“点赞”。

一份安全守护时常在

“看到武警战士在巡逻，我们心里觉

得很踏实，很有安全感。”在常州火车站
南广场，当谈起这里每天都在巡逻的武
警战士，游客和乘客们几乎都在重复着
这句话。

在常州重点地段、繁华街区，武警常
州支队实行“动中备勤、武装巡逻”的24
小时动态巡逻工作机制，采取守点、巡
线、控面相结合的方式，实施“网格化”和

“无缝化”巡逻，为龙城百姓守护着一份
平安和祥和。此外，多支部队积极开展
军警民联防联治，切实增强群众安全感、
幸福感。

为了提高火灾隐患治理的精度，常
州市消援救援支队坚持以“防”为主，上
半年，累计检查单位6.1万余家次，整改
火灾隐患5.2万处，发现并挂牌重大火
灾隐患 15家。全市消防部队共接警
5700起，出动车辆9345车次，抢救和疏
散被困人员972人，抢救、保护财产价值
6亿元。 刘一珉 邓钰 王欣冉

—— 驻常部队拥政爱民纪实

爱民情谊满龙城

第904医院常州医疗区赴革命老区开展义诊活动，图为医院
医生为烈属程锁珠上门义诊，并送去轮椅。

暑期，幼儿园师生走进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消
防知识学习教育。

武警官兵在常州北站巡逻。

军休干部王语慈为小学生开展国防教育。

本报讯 “八一”前夕，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兵分多路，奔
波于全市各地乡村社区，对退役军
人和重点优抚对象进行走访慰问，
为他们送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
并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

此次慰问活动主要采取入户走
访的形式，慰问人员先后看望慰问
军烈属、抗美援朝参战老兵、立功退
役军人、“常州最美退役军人”、困难
退役军人、军休干部、老复军人以及
其他优抚对象，每到一处，慰问组人
员与慰问对象促膝交谈，感谢他们
为国家解放和建设事业付出的心血
和汗水，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生活
和家庭情况，并认真征求听取他们
对退役军人工作的意见建议。对于
有困难的家庭，慰问组嘱托所在辖

市区退役军人工作人员为他们办实
事做好事，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好生
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退役军
人事务系统先后走访慰问困难退役
军人、困难优抚对象、驻常部队困难
官兵、常州籍师以上干部家庭、驻边
防官兵家庭4126户。

下一步，对于退役军人中的下
岗失业人员、生活困难人员、鳏寡孤
独人员、80岁以上高龄老人、部分
企业军转干部、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荣立二等功以上功勋的退役军人，
全市各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还
将继续登门走访，并积极发动各类
社会组织、志愿服务队伍，关爱帮扶
家庭困难的退役军人，为其送温暖、
献爱心。 （邓钰）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广泛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把关心和温暖送给退役军人

本报讯 7月22日，当得知常州
市消防救援支队50名指战员和中国
安能二局常州分公司19名退役军人
星夜奔赴河南郑州参加抗洪抢险后，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慰问组立即赶到市
消防救援支队和中国安能二局常州分
公司（原武警水电五支队）进行慰问。

慰问组详细了解了两支救援队
伍在河南郑州抗洪抢险的总体情

况，以及一线抢险队员的现场抢险、
食宿保障和家庭困难情况，为抢险
救援队员不畏艰难、连续作战、敢打
必胜的优良作风所感染，叮嘱抢险
救援队员注意安全。

慰问组表示，一定尽最大努力
做好服务保障，让他们放心、安心、
尽心地投入到抢险任务中。

（邓钰 王亚迪）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慰问赴郑州抗洪救援队伍

本报讯 近日，天宁区总工会
联合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来到常州陆
军预备役通信团，开展《民法典》进
军营活动，为“最可爱的人”送上内
容丰富的法治文化“套餐”。

《民法典》宣讲团律师以“网络
消费纠纷处理与网络诈骗的防范”
为题，通过以案释法、图文并茂、现
场解答等形式对网络诈骗和高利贷
问题防范等官兵关切的热点话题进
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讲解。

宣讲团还向官兵们赠送了《民

法典》等法律读本，满足官兵对宪
法、民法典等法律知识的学习和需
求，积极助推部队法治军营建设和
依法治军水平。

下一步，“送法进军营”活动将
持续开展下去，天宁区总工会将通
过宣讲、提供法律咨询、赠送书籍等
方式，做好法律拥军工作，引导部队
和广大官兵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为他们建功军营、献身国
防提供有力的法律服务保障。

（王洁恬 刘铭）

天宁区开展“送法进军营”活动

“这是动人心魄又感人至深的
一幕，面对在水中挣扎的一条生命，
他不顾自身安危，奋然投身到河水
中，从死神手里夺回生命……”在场
的群众们无不称赞武警官兵见义勇
为的行为，纷纷为武警常州支队常
州中队战士王恒恒点赞。

“救命啊!”7月22日下午4时
许，正在中队自卫哨执勤的王恒恒，
忽然听见一名儿童在向自己大声呼
救，顺着呼救方向望去，另一名儿童
正哭喊着在河水表面上下起伏奋力
挣扎，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沉，不
一会儿就只剩一双手露出水面。王
恒恒见状连忙拿上就便器材向落水
处奔跑过去，迅速对落水儿童展开
施救。

由于连日暴雨连绵，本就坑洼
的岸边变得更加湿滑，加上河边杂
草丛生无处落脚，只要稍有不慎就

会滑落水中，然而王恒恒丝毫没
有犹豫，完全不顾自身的安危紧
紧抓住落水儿童的双手，拼了命
地往上拉，随后，闻讯而来的战友
们及时赶到，共同努力将其拖出
水面，艰难地将其送到岸上，大家
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成功上岸
后，王恒恒在确认孩子没有生命
危险，将其交给了在场的战友后，
返回了执勤哨位。

“作为一名军人，遇到这样的事
情都会挺身而出，这是军人的职
责，也是本能。”王恒恒勇救落水儿
童的事迹在部队迅速传播开来，战
友们纷纷竖起大拇指。虽然王恒
恒还有一个多月就要退伍了，但是
当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
严重威胁时，还是不顾自身的安危
挺身而出，他诠释了作为一名军人
该有的担当。 甘政

武警战士勇救落水儿童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驻地某
部队炊事技能，保障好部队日常军
事训练，近期，新北区组织开展了

“送技能进军营”活动，邀请了专业
院校的中式烹调技师为部队官兵进
行了中式烹调师技能培训，共有30
余名官兵参加。

培训共安排72个课时，采取内
部集中培训，理论教学和实践操作相
结合的方式，详细讲解了中式烹饪过
程中的要点，精准指导了具体操作手

法，大大提升了部队官兵在“三尺灶
台”中的炊事技能。培训结束后，全
体参训人员还参加了职业技能等级
考核，为他们退役后能有一技之长，
更好融入社会打下了良好基础。

下一步，新北区会根据驻地部
队的培训需求，开展多样化的“送技
能进军营”活动，提升士兵技术水平
和综合素质，让他们更好建功军营，
安心服役，建设强大国防。

（陈洪南）

新北区开展“送技能进军营”活动

本报讯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
际，我市多部门开展“八一”拥军慰
问活动，向官兵们致以节日的美好
祝愿并送上慰问品，送去常州人民
的拥军情谊。

7月27日，市政府秘书长周承
涛带队，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
市委编办、市科技局等相关单位领
导共同来到驻常某部走访慰问。

会上，军地领导共同观看了部队
建设发展汇报片，部队政委就今年以
来部队建设情况进行简要介绍，并对
常州市政府大力支持部队建设、积极
改善官兵工作训练生活条件表示了
由衷感谢。周承涛对近年来部队战
斗力建设表示充分肯定，并围绕下一
步加强军地共建、促进党团交流、共
同发展进步等进行了探讨。

7月28日，市交通运输局、市

财政局、市商务局、市生态环境局、
市城管局、市税务局、市民宗局和团
市委组成的慰问团共同前往驻常某
部进行走访慰问。

座谈会上，慰问团听取了部队
基本情况介绍并观看了部队建设的
纪录片，衷心感谢驻地官兵为国防
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并充分肯定了
部队给予地方建设的大力支持，各
单位纷纷表示今后将一如既往地
关心和支持部队建设，帮助部队排
忧解难。部队官兵对慰问团各单
位立足本职、结合实际给予部队建
设的大力支持表达了诚挚的谢
意。他们表示，将牢记使命职责，
发扬优良传统，狠抓自身建设，提升
自身素质，抓好军事训练，保持过硬
的战斗力，全面完成各项战备执勤
和训练任务。（朱陈许 刘一珉）

我市多部门开展
“八一”拥军慰问活动

本报讯 27日中午，我市两辆满载
食品饮料、夏令用品等应急物资的车
辆，顺利运达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龙池
头村，把常州人民的爱心送到受灾群众
手中。

连日来，河南灾情牵动着常州人民
的心，我市众多爱心企业捐赠的应急物
资需要紧急运送到受灾区。26日，天宁
区人武部对接民兵连编制企业车联天下
物流集团。该企业闻令而动，紧急调配
两辆运输大卡车，并出动基干民兵公路
运输班，选派驾驶技能过硬的民兵驾驶
员，由连长、集团副总马良带队，连夜出
发，经过600多公里长途跋涉，第二天中
午11点，将700箱矿泉水、150箱牛奶、
200箱方便面、100箱点心面包、80箱牛
肉酱、50箱银丝面、50箱酸梅汤及蚊香、
花露水、凉席、睡袋、纸杯等应急物资运
到受灾区，遂行任务民兵顺利完成物资
卸车交接。

车联天下物流集团作为一家民营
企业，在灾情危机时刻彰显出冲锋在
前的战斗精神，这与民兵队伍接受的
国防教育和军事训练是分不开的。据
了解，近年来，天宁区人武部深入贯彻
军民融合战略部署，凝聚军民融合向
心合力，认真研究民营企业编兵可行
性，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引导企
业家积极参与国防建设，获得广泛响
应，取得良好成效。人武部坚持党管
武装原则，准确把握民兵专业分队建
设的方向，结合自身特点组建基干民
兵专业分队，不断强化抓好民兵专业
队伍建设的紧迫感、责任感，确保编得
强、专业精，拉得出、起作用。

随着越来越多像车联天下这样的
企业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民兵建设，
在助力国防后备力量发展的同时，定
将续写更多鱼水情深的佳话，实现军
地共赢。

(刘一珉 蒋斌 王明泉 于群文)

闻令而动 连夜出发

我市民兵向河南灾区
运送爱心物资

在常州BRT1号线上，有一位名
冠全城的公交驾驶员，他叫施建刚。三
年的部队磨练，练就了他困难面前不
退缩的勇气，养成了踏实严谨、刻苦专
研的作风，也助力他在寻常的岗位上
创造出了不寻常的业绩。

“八个一服务法”温暖每
一名乘客

“只有用一颗处处为乘客着想、饱
含深情的心去做，服务才会有‘温
度’”。从2002年2月进入常州公交那
天起，施建刚每天与千千万万的乘客
打着交道，无论天气、路况怎么变化，
乘客在他的脸上总能看到微笑。

施建刚总结出“一言一语暖乘客心
坎、一心一意为乘客着想、一举一动对
乘客负责、一点一滴解乘客所难”的“八
个一服务法”。遇到行动不便或老年乘
客，施师傅会上前搀扶一把，贴心为他
们安排座位；遇到外地乘客问询，他会
耐心做好解答。施建刚还养成了一个习
惯：车辆到站时，他会尽可能将车子停

靠的贴近站台一
点，让乘客能跨一
步就能上下车。

有一次，一位
拄着拐杖的残疾老
人在淹城站等车。
施建刚见状，缓慢
将车辆靠边停站，
立即起身走出驾驶
室搀扶老人。可老
人上车艰难，他不
假思索地弯腰背他

上车，并安排座位坐好。当时，有乘客
就开玩笑说道，你身体这么单薄，真担
心背不动老人。时隔不久，这位老人在
女儿的陪同下，专程等施建刚的车道
谢。正是因为这些贴心的服务，有些老
乘客把他当成自家人，经常织点手套、
袜子等小礼物送给他。

有次，施建刚驾车途经兰陵路
广电路口时，车上一名中年男乘客
突然晕倒。看到男乘客脸色煞白，身
体不停抽搐，他觉得一分钟都等不
了。在取得其他乘客谅解后，施建刚
直接驾车把患病乘客送到附近医
院，经抢救那位乘客转危为安，他才
放心离开。

“12字节油法”，累计节
油约1.6万升

施建刚清楚地记得，自己“独当一
面”时开的是老式客车。

引擎就在驾驶员旁边，一到夏天，
整个车厢里热得像蒸笼，座位热得烫
屁股，衣服能拧出水。而到了冬天，车
厢里又冷得很。车子离合器沉，油门也
沉，一脚踩下去，整条腿都酸了。尤其
是方向盘，遇到大转弯，必须站起来身
来两只手一并用力。

现在开上了有空调的现代化客
车，还有快速公交线，开车体验明显改
变之余，施建刚开始琢磨着如何把车

开得更好。因为他始终认为，“好的公
交车驾驶员应该不单是会开车，还得
懂车”。工作之余，他总是和老师傅们
呆在一起，聊驾驶技巧、车辆维修的小
技术。看他这股子“钻劲儿”，老师傅们
也乐意把看家本领教给他。

凭借多年摸索，施建刚归纳出了
“轻蹬缓抬、稳起稳停，匀速行驶”的
12字节油法，累计节油约1.6万升，节
省燃料费用10余万元，并荣获“全国
节能技术能手”称号。

根据18米快速公交车辆的特点，
施建刚结归纳出了一套“18米快速公
交车辆操作法”，包括行车前、行车中
和行车后共9项内容，在全省公交行
业尚属首例。这套工作法已成为常州
快速公交的操作规范，在B1线上推广
运用，并被市总工会授予“市职工十大
先进操作法”。

19年来，施建刚累计安全行驶70
多万公里，运营23000多个车次，服
务乘客18万余人次，实现了车辆运行
零机械事故、行车安全零事故的佳绩。

心系公益，把为民服务
延伸至车外

近些年，在工作之余，施建刚还带
领班组人员走出车厢，积极参加公益
活动，把服务的触角伸得更远。

在武进区嘉泽镇大名家园小区，
施建刚通过社区了解到孤寡老人钱凤
林常年一人生活，身体状况不好，便与
其结成帮扶对子，7年来，只要一有空
就会去看望老人，为他做饭、洗衣、收
拾屋子，逢年过节都会送去慰问品，经
常和老人谈心。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施建刚买
上大米、蔬菜等生活用品，送到老人家
中，还耐心手把手教老人正确佩戴口
罩的方法。老人很感动，对邻居们说：

“这是我见过最好的小伙子。”
刘一珉 蒋玉兵 文/图

——记常州最美退役军人施建刚

18米公交车厢内外的工匠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