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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年前，长津湖战场上，年仅19岁
的古文正在炮火声中接过勋章。“这个
一等功不仅属于我，也属于战场上牺牲
的战友们。保家卫国，誓死捍卫，一生
不改！”71年后，91岁的古文正手握着

“长津湖战役一等功”证书，依然慷慨激
昂。

在古文正老人家中，一件泛黄的军
装上别着一排排军功章，其中一枚勋章
十分特别，是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颁发的二级战斗勋章。这枚勋章，不
仅标志着古文正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
勇表现，也记录着炮火岁月里人民子弟
兵的无私付出。

古文正，原20军58师174团2营6
连的烟台老兵。1950年11月，他与15
万名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的战士们
昼伏夜行，潜入长津湖地区。

而他们将面对的，是一场生死之战。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古

文正所在的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九兵团
20军及26军、27军接到指令前往山东
泰安待命。11月初，20军及 26军、27
军坐上了北上的火车，“当时坐了几天
的闷罐车，不知东南西北、白天黑夜，直
到听到广播‘列车进入山海关，停车15
分钟’，我们才知道要出境了。”古文正
回忆，“指导员跟大家说‘我跟大家打个
招呼，我们 9 兵团奉中央命令出兵朝
鲜’。”

列车上，每位战士都知道，他们将面
对的是机械化程度最高的美军，但这并
没有令他们退却。“当时我没打算活着回
来。”古文正下定决心：“美军再顽强，我
也要以我的性命、鲜血，打败他们。”

在古文正的记忆里，抗美援朝下碣
隅里一战极为残酷。

“攻下碣隅里时，天太冷，敌人不出
来。我们连负责接近敌人，在还有30里
时，我看见前面有个方方的建筑。”古文
正回忆，“我以为那是一排房子，副连长
告诉我那是敌人的帐篷。”

咫尺可见敌人时，也是冲锋拼杀的
好时机。一声枪响，我方进攻。焦灼之
际，敌人的坦克向我军驶来。此时，副班
长高进和背上炸药对古文正说，“班长，
我来打坦克。”毫无迟疑，他冲向敌方。
这一幕，古文正至今难忘。“炸药响了，但
坦克只是晃动了一下。高进和不甘心，
又跳到坦克上抓住炮筒，用冲锋枪与敌
人近搏。坦克向后开被敌人发现，调转
火力集中打向坦克，副班长高进和不幸
牺牲。”古文正说。

抗美援朝五次战役时，古文正作为

班长带领着三班的战士，与敌人反复
交锋，击败敌人三十余人，带领
的排荣立二等功。也是在这
次战役中，古文正被敌人的
炮弹打中，胸部、右肩及
腰部受伤，至今，右肩的
弹片还嵌在骨头里无
法取出，写字右手都
会发抖。

回忆起烽火岁
月，古文正讲述更多
的是他的战友，“我
特别珍视这枚勋章，
它记录下那场战争的
残酷、战士的斗志、国
家的荣誉。现在国家的
强大，是那些战死沙场的
战友们拼出来的、打出来
的，他们是真正的英雄，这枚

勋章，也属于他们。”“和我的战友们相
比，我已经很幸运了。当兵入伍让我在
部队里有了名字，学了文化，还当了干
部，战场上这点苦不算什么。”古文正老
人说。

如今，退休后的古文正心系下一代
的教育工作，依托毓璜顶街道退役军人
服务站，成立了“古文正宣讲团”，先后走
进中小学、高校、机关、企业等开展了近
百场宣讲活动，讲述革命故事，传承红色
基因，“我的很多战友都牺牲在战场上，
讲好他们的故事，是我的责任！”古文正
说。

YMG全媒体记者 慕溯 秦菲
通讯员 杜晓晴 刘畅 摄影报道

“百战老兵”古文正：

“踏上战场，就没想活着回来”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在党的百年辉煌历程中，有这样一群
人，他们身穿军装，冲在保家卫国的第一线。戎装褪去，他们成为退役军
人，但不变的是那一腔难凉的热血和融入血液的基因——使命在肩，没有
一刻忘却！

今日起，烟台日报社联合烟台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推出《了不起的退
役军人》专栏，致敬我们伟大的党，致敬伟大时代，致敬每一位退役军人。

古文正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张洁 通
讯员 吴敏菁 摄影报道）“几个月的时间
里让我从胆怯羞涩到重拾信心，实现了
华丽转身。由衷感谢市文化馆的领导和
老师们为我们无私的奉献。”

“因为我们舞蹈功底很差，老师要付
出很大的工作量，课堂上，老师一遍一遍
地教授我们每一个动作，下课时衣服基
本都是湿透的，我们新桥东社区全体学
员感谢老师的付出。”

在市文化馆，一封封市民的感谢信
讲述着感人的故事。

公益艺术培训活动作为市文化馆精
心打造的公共文化服务品牌项目，已连
续举办了11年，从开设至今，馆内场馆
利用率达到了90%，不仅为群众送文化、
种文化，更为社区带来了艺术盛宴。

培训品牌打响了，如何让艺术文化
惠及更多群众？这成了文化馆艺术培训
部一直在突破的难题。“我们开设的免费
艺术课堂受到很多市民的喜爱，每次一
到报名时间，很多市民早早就在门口排
起了长队，有时因为点击人数太多，网上
报名系统都会崩盘。”文化馆内场地有
限，根据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一个教室
最多只能承载30多个学员，眼看着不少
热爱艺术的市民没办法走进馆内学习，
市文化馆艺术培训部主任李丽带领着同
事们一起想出了新方案——既然馆内场
地不够，咱们就把老师送进社区，让市民
在“家门口”学艺术。

缺场地，她们便和社区协调把党群
服务中心变成临时教室。缺教师，她们
就把曾经在艺术课堂学习了多年的骨
干和艺术团队召集起来做志愿者……
就这样，市文化馆艺术培训部克服困
难，在芝罘区、莱山区 15 个社区先后
派驻了十余名业务干部和文化志愿
者，让优秀的党员业务干部带头深入
了基层。

解决了老师和场地的问题，如何提

高授课质量、让每个社区实实在在获
得艺术文化知识？“新桥东社区学员们
的基础比较薄弱，可以从基础舞蹈入
手。东山街道社区舞蹈编排相对成
熟，在培训时可以加入创新元素，提高
舞蹈难度……”为了保证不同社区学员
都能学到最适合的课程，艺术培训部的
教师吴敏菁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15
个社区全部跑了一遍，根据各社区不同
的文化需求，与授课老师一起制定教学

方案，为每个社区“量身定制”学习课
程，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声乐、舞蹈、器乐
等培训。经历了近半年的筹划和准备，
今年五月，艺术课堂来到了市民的“家
门口”。

在东山街道社区，挚友艺术团的
学员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创作编排了属
于舞团的原创舞蹈《草原儿女歌唱
党》。看着团内学员们开始积极创新
编排新舞蹈，挚友艺术团的团长高兴
地说，“如果不是公益艺术培训把免费
的老师为我们请到了社区，带动我们
一起发散思维编排原创舞蹈，我们现
在可能还停留在照搬网上成品舞的固
定模式里，感谢‘家门口’的艺术课堂
为我们这群热爱艺术的老同志送来了
艺术大餐。”

开课至今，市文化馆在各社区进行
艺术辅导活动期间共培训学员1900余
人次，社区内部的民间文艺团队及零基
础的文艺爱好者的艺术水平得到了显著
提升。“明年我们将扩大‘家门口的艺术
课堂’基层培训力度和培训范围，根据基
层群众的实际需求，增加书法、太极拳等
培训门类。同时，扩大培训范围，将学
校、部队等纳入培训范围。”市文化馆副
馆长韩瑛介绍，下一步市文化馆将把内
部的民间团队及文艺骨干作为重点扶持
对象，不断提升文艺骨干在基层举办文
化活动的能力，促成基层文化常态化良
性发展。

跑遍15个社区“送艺术”
市文化馆在市民“家门口”量身定制文化课堂

本报讯（通讯员 于晖 杨凯）烟台
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党支部立足

“争先锋，立新人”党建品牌，坚持以集
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党史学习
教育，并用“五个一”行动践行“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

一是读一本好书。通过党员聊书、
讲书，带动全体教师学习；二是上一堂
好课。通过党员“生命对话”课堂示范
课，带动全体教师进行专业教学设计和
课堂变革；三是指导好身边的一位教
师。通过党员的传帮带和影响，提高教
师觉悟，促进教师成长；四是帮助一名
困难学生。五是发表一篇好文章。通
过党员的科研引领，营造浓厚的学术氛
围，促进全体教师的专业发展。

“五个一”行动的开展，激发了全体
教师不断学习、不断改革的激情，营造
了关爱困难学生和家庭的有爱教育氛
围，也为“争先锋，立新人”党建品牌增
添了亮色。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张孙小
娱 通讯员 解维刚 石春玲）昨日，记者
从烟台市人力资源考试中心获悉，2022
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招录
笔试将于2021年11月28日（周日）举
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9：00—11：
00，申论科目14：00—17：00。考生需
准备首场考试考前48小时核酸证明。
在11月23日至11月28日12：00期间，
可登录考录专题网站打印笔试准考证，
并做好考前准备工作。

据了解，我市共有10个考点277个
考场，安排在芝罘区、莱山区和福山区3
个区。考点学校分别为：山东港口工程
高级技工学校、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
院、烟台市实验中学、烟台福山区东华
小学、烟台格迈纳尔中学（初中部、小学
部）、烟台芝罘区凤凰台小学和烟台市
芝罘区幸合里小学。

考生参加笔试须携带准考证、有效

居民身份证明（含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
证、临时身份证、考场辖区公安派出所
开具的用于本次考试的临时身份证明）
和本人首场考试考前48小时内（依采样
时间计算）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纸质版，
出示山东省电子健康通行码（绿码）、通
信大数据行程卡绿卡方可参加考试。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纸质版须在进入考
场时提交给监考人员，每场考试均须提
交一份（可提交原件或复印件）。

考生应提前熟悉考点位置，合理安
排出行时间及出行方式，防止因交通拥
堵而迟到，影响考试。参加笔试只允许
携带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2B铅
笔、橡皮参加考试。不得携带规定以外
的任何书籍、资料、草稿纸及手机、计算
器、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电子产品，已
带入的，应存放在考场指定位置，电子
产品应切断电源。考试期间，凡发现应
试人员将违禁物品带至座位或身上的，

一律按违纪处理。
为保证考生身体健康，根据新冠

肺炎常态化疫情防控有关规定，应试
人员进入笔试考点参加笔试，应当出
示山东省电子健康通行码（绿码）、通
信大数据行程卡绿卡，并按要求主动
接受体温测量。进出笔试考点及参加
笔试期间应全程佩戴口罩。考前 14
天内从辽宁、河南、河北、黑龙江、四
川、云南、北京、内蒙古、江西、吉林等
发生本土疫情省份（根据疫情发展形
势动态调整）入烟返烟参加考试的，须
于考前主动向市人力资源考试中心
（0535-6683333）申报，提供启程前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入烟后考
前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
在单独考场考试。凡违反我市常态化
疫情防控有关规定，隐瞒、虚报旅居
史、接触史、健康状况等疫情防控重点
信息的，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争先锋 立新人
开发区实验小学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2022年度国考本周末开考
考生需准备首场考试考前48小时核酸证明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李俊玲 通讯员 王朝霞 刘正毅）
3-11岁儿童新冠疫苗接种是构
筑全人群免疫屏障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阻断新冠病毒传播的重
要举措。记者日前从烟台市疾控
中心获悉，按照国家和省级统一
安排，我市于11月初启动3-11
岁儿童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截至
11月22日24时，烟台市3-11岁
儿童接种人数超46万，接种率达
85%。

在接种点现场，大家积极配
合工作人员，有序完成测温、预

检、登记、接种、留观过程。为了
鼓励勇敢的防疫小卫士，新冠疫
苗接种点还为完成接种的小朋
友颁发“勇气少年”的证书。不
少孩子自发地为接种工作人员
送来小卡片和图画，表达他们对
医务人员的感激和敬意，可爱的
图画和文字传递着感人的力
量。烟台市疾控中心免疫专家
提醒广大市民，近期天气寒冷，
家长带孩子接种时要注意保暖，
前期因生病还没有接种的孩子，
要在身体恢复后尽快到接种点
完成接种。

我市3-11岁儿童
新冠疫苗接种率达85%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高少帅）日前，从市市场监管局传
来消息，根据烟台市委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
（指挥部）办公室于2021年 1月
14日发布的《关于小医院、小诊
所、小药店应用烟台市疫情防控
药品监测系统的通告》，市市场监
管局于11月中旬对全市的药品
零售企业疫情防控情况进行检查
抽查，发现6家药店“不通过监测
系统登记上报购买‘四类药品’人
员信息或登记上报信息不准确”，
对其责令停业整顿7天并予公开
曝光。

此次查出的药店为烟台市牟

平区华康大药房、烟台康华大药
房有限公司龙口康兴药店、龙口
市康杰大药房、山东立健药店连
锁有限公司龙口黄城集店、招远
市弘康大药房、招远市华芝林大
药房。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人士介
绍，下一步将要求全市各药品零
售企业引以为戒，深查细照，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加强经营场
所消毒，落实工作人员核酸检测，
做好入店人员的体温检测和健康
码查验，运用《烟台市疫情防控药
品监测系统》认真、准确登记“四
类药品”销售信息，从严从实从细
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6家药店停业整顿
未按规定登记上报购买“四类药品”人员信息

昨日，在莱山区英才幼儿园，防疫人员为儿童进行核酸检测取
样。为进一步加强校园疫情防控，烟台市教体局组织开展全市中小
学、幼儿园师生及员工核酸检测定期抽检工作。学生（以班级为单
位）、教职员工每周按照10%的比例进行核酸检测，食堂从业人员每轮
均需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YMG全媒体记者 唐克 摄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杨健 通讯员 仲凯 张鹏）针对当
前森林防火工作面临的严峻形
势，莱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切
实加强森林防火基础能力建设，
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截至目
前，共增加财政支出54.7万元，提
高市级防灭火巡查人员工资水
平。集中力量做好林下可燃物清
理工作，共清理坟地230处、防火
通道110公里、防火隔离带1500
亩；扎实开展森林火灾隐患起底
式大排查，集中排查墓地、镇村交
界、林地农地结合部、火情频发多
发点位、林区企业和输变电线路，
确保底数清、情况实，逐一记入台
账，限期整改到位。

今年10月底前，莱州市坚持
森林防火“冬病夏治”，累计投入
资金611万元，为市级防灭火巡
查中队配备具有山地性能、6驱
功能消防车5辆；购置封山铁蒺
藜防护网8万米、水泥檩条7000
米，全面推进重点林区硬质隔
离；新建、翻修防火通道18公里，
建设引水上山管网1公里、林火
视频监控 5 处、高位蓄水池 10
个。集中在大基山自然保护区
和云峰山景区南麓寒同山建设
防火管网，其中寒同山项目于9
月份竣工，大基山项目预计12月
底前完工。项目建成后，将极大
发挥以水灭火快速、有效的绝对
优势。

“冬病夏治”织密防火网
莱州市加强森林防火基础能力建设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秦菲 通讯员 谢彤）昨日15时，
烟台市气象局发布未来天气预
报：未来三天我市以晴天为主，
风力较弱，气温小幅回升。

24日夜间到25日白天：晴到
少云；西北风，海面5-6级，陆地

3-4级；-2～12℃。
25日夜间到26日白天：晴到

少云；西北风，海面5-6级，陆地
3-4级；-3～12℃。

26日夜间到27日白天：晴到
少云；北风转南风，海面5-6级，
陆地3-4级；-2～13℃。

未来三天晴天“控场”
气温小幅回升

市民在文化课堂上学习舞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