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鱼水情深，烟台就是驻烟官兵温暖的“家”

在烟台双拥的大“家庭”里，有
拥军爱军的广大烟台市民，有拥政
为民的全体驻烟官兵，也有修筑军
民融合之桥的各级双拥组织。

为了这个大“家庭”更加蓬勃
兴旺，烟台市委市政府时刻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嘱
托，将驻烟官兵当做自己的家人，
始终带着感情、扛着责任、不遗余
力地做好拥军工作。成立了以市
委主要领导为组长的烟台市双拥
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主要领导
挂帅、军地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社
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双拥工作格
局。各级各部门各单位时刻将驻
烟官兵的冷暖记挂在心，及时协

调解决驻烟部队所求所需，积极
落实各项政策，全力解决“三后”
问题。

年初，疫情防控最紧的那些
日子，北隍城乡山前村党员邹家
冬担心海岛驻军食物供应不足，
为驻岛部队营区送来了各种蔬
菜和海鲜，让战士们在冬藏菜之
外补充到新鲜蔬菜。烟台开发
区双拥办、福莱山街道办事处以
及正海集团工会的相关负责人
前往海天花园小区，探望慰问武
汉前线现役军人家属，送去慰问
信和生活物资，帮助解决工作生
活问题，全力支持前线将士安心
战“疫”，他们向家属承诺：24小

时通联、每周送生活物品、子女
“一对一”辅导。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市
委市政府多次调度部署，向驻军
提供消毒液、防疫口罩等防疫物
资；同时，军地多种形式慰问援鄂
医护人员家属，用心用情用力为
抗疫一线军人军属解决后顾之
忧。驻烟部队更是时刻彰显子弟
兵本色，驻在烟台、爱我家乡，关
键时刻总是冲锋在前，从抢险救
灾到维护治安，从工程建设到精
准扶贫，驻烟部队始终把烟台当
家乡，把人民当亲人。“家庭”就是
这样，危难时团结一心，风雨中携
手同行，共同建设美丽烟台。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金
海善 通讯员 于景潇 摄影报道)

“当兵上岛，记住的第一句话是营
区石碑上刻的十六个字：海岛为
家，艰苦为荣，祖国为重，奉献为
本。”扎根海岛已经14个年头的黄
贵说，上岛第一天“老海岛”精神的
种子就在他心里种下了。

黄贵，福建南平人，1987年 7
月出生，2006年12月入伍，四级军
士长军衔，现任北部战区某海防旅
班长兼火炮技师。

当兵14年，黄贵始终以“老海
岛”精神为指引，扎根在海岛，奉献
在海岛。作为带兵骨干，以身作则
言传身教，注重从点滴养成上来带
兵育兵，引导大家树立“把认真当
做一种品质，让优秀成为一种习
惯”的理念，在工作训练之余，细心
检查批阅班上人员的读书笔记，认
真撰写评语，进行纸上谈心。

作为连队专业训练骨干，黄贵
自身素质全面过硬，多次变换岗
位，始终做到干一行钻一行，瞄准
打赢苦练岗位本领。2017年5月
份，部队整编换防，弹药库由连队
接管，需要专人看管，原本炮长专
业的黄贵因为工作细心、责任心
强，便担负起弹药保管员一职。

工作交接后，黄贵每天都会把
弹药库的各个角落检查一遍，在一
周时间内做到了对弹药库9个库房
所存放的弹药种类、批次、数质量
情况“一口清”，在旅组织的集训考
核中，一次通过，取得结业证书，获
得上岗资格。

旅组织岗位练兵比武活动，黄

贵收拾好背囊从弹药库下来，直接
代表连队参加比武，并一举夺得炮
长专业第一名，创下了全旅炮长专
业单修记录。

2018年5月，黄贵再次代表连
队出征，不仅又拿了个全旅第一，
还刷新了自己上次的记录。

黄贵对工作较真，表现出的是
细致与认真，对自己较真，表现出
的是训练中执着的狠劲，他不会跟
别人面红耳赤地在嘴皮子上争上
风，而是在行动上予以回应。

黄贵较真的劲头不会用在个
人利益的争取上，每次评优评先，
他总是最谦让的一个，这个时候他
就会以“老同志”自居，不争不抢，
退居二线，但是遇到急难险重任务
时，他就变成了急先锋，谁也拦不
住他冲在最前面。

最老的兵最较真，最老的兵
最不服输，最老的兵最不容易褪
色。黄贵就是一个这样的老兵，
爱跟工作较真，爱跟自己较真，穿
了14年的迷彩服下面，藏着一颗
爱拼搏的心。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金
海善 通讯员 贾玉省 姜彦荣 摄
影报道）“八一”建军节前夕，山东
省军区烟台第七离职干部休养所
领导带着米、面、油等，慰问93岁的
老干部田畦，及时将上级对老同志
的关心送达，并号召全体工作人员
要以田畦同志为榜样，忠诚于党、
淡泊名利、不忘初心、永葆本色，为
实现强军梦、中国梦贡献力量。

今年2月18日，正是疫情防控
最为紧张的一段时间，为响应省军
区向疫区紧急捐款号召，干休所93
岁离休老干部田畦用微颤的双手，
将2万元现金交到工作人员手中
说：“虽然我现在老了，但作为一名
受党培养教育的老兵、老党员，服
务人民，永远跟党走，始终是我不
变的信念，我要为党为国家出一份
力，表达一份心意。”

3月初，田畦在学习了2月26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后，感触颇
深，立即联系有关部门，决定再次
捐款25万元。“我现在90多岁了，
没有力量上前线了。没有力量上
前线，就想办法出点力，想来想去，
办法就是把过去发给我们的工资，
攒下的这点钱，捐给国家。”采访现
场，田畦说，“这场突如其来的疫
情，给全国人民、给武汉人民的生
命和财产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我感
到很心痛，我从电视中看到了在抗
疫一线的官兵、医务工作者，他们
很辛苦，很想为他们做点事。”

病毒无情人有情，灾难面前担
大义。田老告诉记者：自己出生在

贫苦家庭，是党的培养才走到今
天，感恩党、感恩组织；战“疫”就是
战斗，年轻的时候打仗，很残酷，对
于军人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受伤有
形的伤害，还有就是牺牲无声无息
的，现在肚子里还残留着弹片。现
在不能到战“疫”一线了，为党奉献
的时间不多了，但他想为党再做点
事。他的爱人、女儿都是党员，她
们也很支持他。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田畦出生于
1927年7月，山东广饶人。1943年5
月，他参军入伍，1944年7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82年2月离职休养。

有76年党龄的田畦，是一名抗
战老兵，16岁参加革命。抗日战争
时期，参加了丰城、斜里巴、王文、官
庄、桓台等战斗。解放战争时期，参
加了泰安战役、梁山阻击战、陇海路
破袭战、宛西战役、上蔡阻击战，以及
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福建等战役
和闽北剿匪等。荣立三等功一次，嘉
奖多次。1955年10月被授予独立
自由奖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7
月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金海善 摄影报道）军功章闪耀着
军人的忠诚、奉献和牺牲，而背面
常常写满了军嫂的辛酸、孤独和无
奈。军嫂初梦梦勇挑重担，独自一
人照顾多病的双方老人，看护好孩
子，支持丈夫献身国防，在这些沉
甸甸的军功章上洒下无数汗水。

38岁的军嫂初梦梦从小就对
绿色的军营充满了向往之情，她曾
想过，成不了军人，能成为一名军嫂
也算是一种弥补。2005年，初梦梦
和军人李镇相识相恋，并步入婚姻
殿堂，从此她成了一名光荣的军
嫂。丈夫李镇，1998年12月参军入
伍，是驻烟某部的一名高级士官。

当初，家人和朋友都不理解初
梦梦的选择，劝她说：“嫁给当兵的，
夫妻平时聚少离多，两地分居，肯定
要吃不少苦头，你要好好想一想，别
拿自己的幸福去赌明天。”她母亲也
告诉她，要考虑清楚，否则后悔就来
不及了。“军人诚实可靠，人品好，嫁
给军人踏实，我不后悔，我的事你就
别再操心了，再苦再累我心甘情
愿。”面对选择初梦梦是斩钉截铁，
母亲知道女儿的性格，就不再说什
么了，心里默默地祝福他们。

军嫂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好
听，但意味着牺牲，意味着付出，意
味着奉献。婚后，作为一名军嫂，
初梦梦勇敢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做好丈夫坚强后盾。因为早年失
去父亲的缘故，初梦梦内心十分坚
强。妈妈患有小儿麻痹症，长年坐
轮椅，随着妈妈年龄的增长，近年
来病情越来越重。丈夫的部队虽
然离家不远，但部队上管理严格，
平时不能随便回家，随时要完成各
项战备训练任务。在这种情况下，
初梦梦为了照顾妈妈和女儿更方
便一些，只能选择离家近点的地方

打零工，挣点零钱补贴家用。
为了支持丈夫安心部队工作，

家中所有的一切，初梦梦都自己默
默地坚持和承受。两边的老人身
体都不好，公公婆婆又远在沂蒙山
区农村，家里条件也不好。为照顾
好双方的老人，业余时间，初梦梦还
坚持自学并考取医药师资格，用其
所学为老人们解除病痛，为丈夫分
担忧愁，让他安心军营建功立业。

结婚十几年来，始终无怨无
悔。特别是怀孕的时候，每当看到
别人的妻子有丈夫在身边嘘寒问
暖，端水送饭时，心里总是酸酸
的。宝宝出生后，身体不好的婆婆
无法带孩子，初梦梦又义无反顾地
独自承担了照顾孩子的责任。尽
管自己很需要丈夫的关心照顾，她
还是安慰他：“军人的天职就是服
从命令，一定要做好本职工作，家
中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我一定能
照顾好。”

“军功章里有我妻子的‘一伴’。”
李镇这样表达对妻子的感谢。在
初梦梦的支持下，李镇多次出色完
成重大演习任务，所在单位及个人
多次受到各级领导的表彰，并多次
荣立三等功，获得全军优秀士官人才
奖，被评为陆军首批科技尖兵，也多
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及先进
个人。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金海善 摄影报道)对于生活，每
个人都有只属于自己或时代的
独特表达方式。山东省优秀退
役军人刘晓就是这样，他在无私
奉献和责任担当中，用独特的方
式，表达自己对人生，对事业的
个人理解，他用自己的方式书写
了一曲精彩美丽的人生华章。

刘晓是原26集团军烟台干
休一所退役士官。2003年12月
入伍，2015年12月退役。退役4
年多来，刘晓凭着一个退役老兵
的责任担当，在励志创业、解困扶
贫、帮扶战友、服务社会等方面做
出了不俗的成绩。先后被评为

“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山东省退
役士兵就业创业标兵”、“山东省
优秀退役军人”、“烟台市最美退
役军人”。2019年 6月被聘为

“山东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导
师”；2019年12月被增补为烟台
市第十二届青联委员。

2015年，是刘晓入伍的第
十二个年头，三级士官已届满。
退役后为家乡做点什么，一直在
他的心头萦绕。

刘晓的家乡在河南省邓州市
白牛镇扇刘村。由于缺乏经济实
力，加上居住分散，几届村委想安
装路灯的想法都因财力不足没落
实到位。改革开放近40年了，村
民们盼望安上路灯的愿望始终没
有实现，大部分村民一直过着晚
上出门黑灯瞎火的生活。

刘晓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真想自己出钱帮乡亲们安上路
灯，彻底解决村里夜间照明问
题。村里的路主干道、次干道加
起来长5公里，按50米一盏，共
需102盏，如全部安装高质量太
阳能路灯需要30多万元。这个

数字对于一个农村出身的战士
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退伍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按
国家政策，家乡市政府给安置工
作；另一个选择就是复员自己创
业，这样可以一次拿到32万元。
看到这个数字，刘晓心中暗暗高
兴：“这下全村路灯都能亮起来
了。”但是又一琢磨，32万元，那
是自己12年报效祖国而获得的
一点补贴，是父母妻儿非常渴望
的一点期许，也是二次创业的一
点本钱，全部捐出来，不但政府不
给安排工作了，生活上也要倒退
12年，一切归零。

“没有家乡这方水土的养
育，就没有自己；没有乡亲们送
自己出去参军，也没有自己的今
天。奉献应该有勇气，创业应该
有信心，看准的事不能迟疑。”经
过反复思考后，刘晓在自己的笔
记本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2016年春节前夕，102盏太
阳能路灯全部安装完毕。老人们
说：“太阳能灯像不落的太阳，照得
村里亮堂堂的，真是开天辟地的大
好事啊!”这一年的春节全村人过得
特别喜庆和欢乐，原来夜不出户的

乡亲，不惧寒冷，路灯下，健身的、
聊天的、嬉闹的、串门的，随处可
见，好一个“灯火通明不夜村”。

刘晓从2016年起，连续4年
每逢春节，给每户送300元钱、
一袋大米、一桶花生油，共计花
了10万多元。为此，他被评为

“邓州好人”。
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刘

晓共捐赠了33万元的现金和物
资。33万元是他退役4年多和
妻子一起打拼的成果，是他们的
全部“家底”。了解他的人都知
道这次捐赠之后，他的“家底”已
是第二次“清零”。

近年来，公司的副总赵莉和
他一起创业，一起打拼，对刘晓的
家底了如指掌，赵莉劝他说：“家
里老的老，小的小，还要不要过日
子！这些钱就由公司支付吧！”刘
晓坚定地说：“那可不行！公司的
钱是大家干出来的，是大家的钱，
维系着员工的生存、公司的发展，
一个子也不能动！”

“‘清零’是个吉祥的数字，疫
情清了零，全国都太平，家底清了
零，好运自然来。我每月都有工
资，放心吧，饿不着！”刘晓说。

YMG全媒体记者 金海善 摄影报道
锣鼓敲起庆佳节，欢歌唱响送亲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三周年纪念日到来前夕，胶东

大地停靠战舰的军港码头、闪动国防绿的训练场……到处是军爱民、民拥军的热闹场面。这是六
百里胶东富饶地，九十载军民鱼水情的再次呈现。

烟台是革命老区、海防前哨、京津门户和驻军大市，具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抗
日战争时期，我市就建立了胶东第一个根据地，先后有50多万人参军入伍，涌现出杨子荣、任常
伦、于化虎等众多战斗英雄和张万年、迟浩田等16位上将，“民拥军、军爱民”的光荣传统，在胶东
这片热土上世代传承。

自开展双拥创建活动以来，我市以“共建双拥城、同铸强军梦”为主题，坚持军地共同参与、双向
服务、深度融合，成为首批10个“全国双拥模范城”之一，并先后8次获得“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

7月30日上午，烟台市军星拥
军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刘晓和战友
一起来到驻军某部，送去官兵们需
要的单肩包等物品，之后他们还将
给其他部队官兵送去训练器材等
物资。连日来，烟台歌舞剧院的演
职人员在驻军某部与官兵们一起
准备精彩的节目，共庆“八一”。

烟台各级志愿者服务队和社
会组织，常年活跃在基层官兵身
边，自发地走进军营，端午一起包
粽子，“八一”一起搞联欢，春节一

起包饺子。长岛双拥模范贾平长
年为驻军包水饺，更是千里看望
移防官兵，还组织了22名渔家大
嫂组成“渔嫂拥军演出队”，进军营
送温暖，做驻守官兵的“贴心人”，
被官兵们亲切地称为“兵妈妈”。

近年来，我市100多个各类拥
军团体，累计为部队官兵捐款捐物
1000多万元。烟台市慈善义工长
年坚持送文艺到军营，每年到驻烟
部队巡回演出20多场次。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长岛县北隍城乡山前

村党员邹家冬主动为驻岛部队送去
了新鲜蔬菜和海鲜等物资。烟台人
民用朴实而热情的实际行动证明，
烟台就是驻烟官兵温暖的家。

伫立在黄海之滨的烟台山，
见证着官兵与烟台人民的鱼水情
深，也照亮着烟台双拥的发展之
路。烟台双拥历久弥新的“家”文
化已浸润到每一位烟台市民的心
中，亲爱的驻烟官兵们，不论您现
在身处何方，烟台双拥的“家”永
远为您敞开大门。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
我市坚持把事关官兵切身利益的
热点、难点问题当成“固长城、稳
军心”的实事来抓，着力解决官兵

“后路、后院、后代”问题。围绕家
属随军随调、子女入托入学等改
革调整后的重难点问题，与学校
建立军地联动协调机制，进行统
筹协调解决。一系列举措，让随
调军属感到社会的尊崇和关爱，
也极大鼓舞了官兵士气。

“基层官兵的事，就是事关国防
建设的大事。”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负
责人介绍，作为政府机构，职责就是
为官兵服务，将尽力帮助解决官兵

家属后顾之忧，维护军人军属合法
权益，用实际行动支持改革强军。

军地同心，其利断金。近年
来，烟台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
成就，这与我市军民情深、血浓于
水的军民关系是分不开的。为了
进一步传承烟台军政团结、军民融
合的优良传统，烟台市下发了《关
于广泛开展“三个走进”活动的意
见》，组织社会各界广泛开展“走进
英模家庭、走进军改前沿、走进一
线哨所”活动，定期走访老英雄、烈
军属和小散远单位，全力做好随军
家属安置、军人子女入学问题的解
决，切实当好部队的坚强后盾。

今年，又制定出台了《关于建
立双拥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
化沟通协商联络机制的意见》，将
工作窗口前移，建立起“军营党建
日、周联络沟通、月书面交流、季座
谈会商、年联合调研”的双拥沟通
协商联络体系，确保信息第一时间
掌握、问题第一时间解决、工作第
一时间通报。沟通协商联络机制
建立以来，已与部队互相征求意见
建议36条。一条条制度畅通了驻
烟部队与地方的沟通渠道，一次次
沟通拉近烟台人民与驻烟官兵的
心，军民的团结和睦必将助力烟台
经济社会发展破浪前行。

亲密无间大“家”庭

“家”和美满万事兴

相亲相爱一“家”人

退役军人刘晓:用爱心点亮一座村庄军嫂初梦梦:军功章里有她的“一伴”

现役军人黄贵:扎根海岛14年

离休老干部田畦:捐款27万元抗疫

爱民。

初梦梦夫妇。

刘晓（左三）到部队慰问。

田畦和家人一起捐款。

黄贵在训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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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1234我的部队我的家我的部队我的家

拥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