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学勇的事迹，只是千千万万个武警官兵事迹的一
个缩影。他们担负着国家内部安全保卫任务，付出着自
己宝贵的青春。他们的青春，在军功章上闪光。从军18
年，王学勇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
绩，先后3次荣立三等功，3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4
次被评为优秀机关干部，并被评为全军优秀参谋。

战友眼中的“超人”

王学勇从小就有一个将军梦。1998年，高中毕业的
他成功加入武警商丘市支队，成为一名新兵。

在新兵连训练期间，王学勇的队列、擒敌、体能、
射击等科目都名列前茅，新兵训练结束后，他来到宁陵
县中队，正式成为一名武警战士。

由于王学勇的各项素质比较突出，第二年他就成了
一名班长。后来，他被保送至军校读书。毕业后，历任
排长、副中队长、中队长、股长、副处长等职务，在每
个工作岗位上，他都尽职尽责，由于工作拼命，战友们
都叫他“超人”。

战友们给记者举了王学勇拼命工作的例子：在梁园
区中队当中队长期间，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他带领战士
冒着风雨冰雪拉砖运沙，每天劳动10小时以上。由于整
日和钢钎、大锤、水泥、石灰泡在一起，他肿得像馒头
的双手裂开了道道血口，手一沾着泥沙石头，就钻心地
疼，在泥沙、岩石上留下一道道血迹。

白天他带领官兵搞建设、抓训练，晚上还要找战士
谈心、查铺查哨，往往忙到深夜十二点才能上床休息。
一次上厕所时，他突然感到腰部疼痛难忍，蹲下去就起
不来。幸好被战士小高发现，把他扶了起来。原来，他
的左右肾都长了结石，为了工作，直到现在都没有做手
术。那次的任务完成了，可他的胃病加重了，一吃饭就
吐，体重直线下降，降到了55公斤。

武警商丘市支队副政委张晓鹏说：“学勇把自己的
生活都奉献给了工作，他这样的干部是我们武警支队的
骄傲。”

士兵眼中的“亲哥哥”

作为一名部队管理者，在带兵方面，王学勇总结了一
套方法，坚持科学带兵、以情带兵，和战士们打成一片。
士兵们都说，王学勇就像亲哥哥。

有一次，他到新兵连担任尖子班的班长，有一位新
乡籍战士李伟伟年龄比较小，对部队生活不适应，患上
了重感冒，发起了高烧。

王学勇知道发高烧服药后，最好用被子捂一捂、发
发汗。可是，当时新兵训练都是在冬天，天气非常寒
冷，被子也比较薄，根本没法发汗。情急之下，王学勇
让李伟伟钻进自己的被窝，自己搂着这名新兵，用体温
给他发汗。

当天晚上，教导员正好到班里查铺，发现王学勇班
里少了一名新兵，大半夜的，新兵会去哪？难道产生了
畏难情绪，当了逃兵？这可不是小事，教导员马上喊醒
王学勇，才找到了李伟伟。政委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后，
夸他“爱兵如子”。

王学勇说，要想得到战士的尊重和爱戴，不在于自
己的职务和资历，而是对战士是否有真情和实爱。他是
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多年来，王学勇一直坚持与
战士同吃、同住、同训练、同劳动，在这个过程中，掌
握每个战士的脾气性格和生活习惯，及时发现他们的思
想动态。

还有一次，战士吴威在跑步时突然感到头痛欲裂，
王学勇看到后，马上把他送到了医院，经过检查，吴威
是脑供血不足造成的头痛。在医院里，王学勇作为一名
带队干部，亲自坚持照顾吴威。在他的精心照顾下，吴

威很快恢复了健康。像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他所带过
的兵，哪怕退伍多年之后，都与他保持着联系。

王学勇总结说，带兵并不难，关键看你怎么带、怎
么管，只有把干部的威信建立在人格、人品及自身能力
的基础上，才能在带兵工作中游刃有余。

家人眼中的“稀客”

从军18年来，王学勇取得了不少成绩：荣立个人三
等功三次，两次被总队表彰为“优秀基层带兵干部”，
两次被总队司令部评为优秀“四会”教练员，先后被商
丘市团委评为新长征突击手，被总队表彰为“基层十佳
中队长”，2014年被全军表彰为优秀参谋，多次被评为
干部层面先进典型。

军功章的背后是付出。古语说，忠孝不能两全，这
在王学勇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战友官兵眼中，他是
个称职的好干部，但是在家人眼中，他却是个“稀客”。

儿子给他打电话时经常问：“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啊，你答应带我出去玩，什么时候兑现啊……”

今年 4月份，王学勇的父亲不幸被查出胃癌，得到
父亲患病的消息时，由于工作忙，他没有第一时间回到
父亲身边，直到父亲手术那天才匆匆赶回老家。

当他看见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时，喊了一声“爹”，
就哽咽着再也说不出话来。父亲手术后病情还没稳定，
他便又决定回到队里工作。

临走前他对父亲说：“爸，我走了。”
“嗯，放心走吧。”
“爸，我放心不下你。”
“这么多年不都放下了？你走吧，工作重要。”
听到父亲这句话，这个在警营历练多年的铮铮男儿

再也控制不住地痛哭起来。心中纵有再多的牵挂和不
舍，王学勇还是毅然辞别父亲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结婚十几年来，妻子承担了赡养老人、抚养孩子以
及更多的家庭琐事。亲朋好友都责怪他要工作不要家
庭，但他心里清楚，家庭需要他，可部队工作更需要
他。在忠于头顶的国徽与照顾家庭的天平上，他把砝码
偏向事业的一边。

王学勇说，有国才有家，只有国家安全了，人民才
能安居乐业。作为一名武警官兵，他愿意把自己的一生
都献给部队，无怨无悔。

王学勇：青春在军功章上闪光
本报记者 高会鹏

主办：商丘市委统战部 商丘市工商联
商丘日报报业集团

初 见 李 翔 ， 就 被 他 的 面 相
“唬”了一把，浓眉大眼，鼻直口
方，一把络腮胡须刚刚刮去，泛青
的胡茬闪着亮光，看上去充满了阳
刚之气。通过聊天，才知道他的面
相与性格严重不符。1981年出生的
李翔说起话来慢声细语，声音柔
美，腼腼害羞。他摸了摸下巴，嘿
嘿一笑说：“为了采访，刚刚刮的，
怕吓着你们。我当过兵，还学写过
散文呢，也算是文学青年吧。”

2000 年秋天，李翔非常激动，
他终于离开家门，走进军营，来到
了武汉。单调的军旅生活，李翔却
甘之如饴。他训练起来刻苦认真，
每一个动作都力求规范达标。他想

适应这里的生活，那么大的军营，
那么大的城市，这一切对李翔来
说，是陌生的，也是他想融入的。

由于李翔表现优秀，部队推荐，
他进入军校学习，两年后学成归来。
2005 年，他又一次被部队送进了军
校。如果按部就班工作的话，李翔在
军队会有一个好的前程。不过，因为
家庭的缘故，他的人生出现了波折。

李翔的母亲积劳成疾，病倒
了。家里本来就很困难，又要支持
李翔学习，家里可谓家徒四壁。没
有钱，咋办？李翔跪求医生，医院
还是推诿，不给治疗。尽管家里想
方设法给他母亲看好了病，但这一
切给李翔的心灵带来很大的伤害，

他认为自己很无用，不能养家。回
到部队后，瞒着家人他申请了退
伍。父母知道后，异常愤怒，李翔
是全家的希望啊。李翔躲在战友
家，不敢面对父母失望的眼神。
2005年 12月 7日，在家仅仅住了一
晚的李翔，又回到了武汉。12 日，
他就加入了一家日用品公司做业务
员。因为谈了女朋友，要经常陪
她，李翔辞了职。可是女方要求他
在武汉买房子，不买就分手。李翔
又恳求原公司的经理收留，再给他
一次机会。俩月后，他的业务做到
了公司第一名。两年后，等他买了
房，女朋友却成了别人的新娘。

2008 年，金融危机席卷而来，

日用品公司面临解散，他去了福
建。一年后，2009年 8月 23日，他
来到了重庆。他没有带来钱，却带
来了一起打拼的7名员工。

2009年至 2014年，公司越做越
大，李翔也很幸福。他不仅在重庆
娶了媳妇安了家，而且从老家带出
来许多亲朋好友，他们跟着他都做
得很好，这让李翔很欣慰。自己终
究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

2009 年 3 月 25 日，李翔又成立
了重庆安驰安防设备有限公司。这
是一家集安防开发、生产、销售、
服务于一体的发展型创新科技现代
化企业，隶属于香港领航事业集
团，是拥有规范的管理机制和浓厚

的文化底蕴的企业。李翔说，近年
来公司主要致力于家庭防盗防暴系
统，营销汽车防盗 GPS 定位跟踪
器，租赁车辆、出租车、物流车及
工程车辆GPS定位跟踪器等安防电
子产品。公司还非常注重人才培养
和技术引进，坚持以技术和服务制
胜，并拥有一流的研发及销售服务
团队。如今，公司在广州、南京、
成都、济南、南昌、西安、青岛、
武汉等地拥有多家分公司。

采访结束时，李翔说，世界留
给年轻人的舞台很大，机会很多，
希望家乡的年轻人出来闯一闯，好
好干，不给家乡抹黑，只给家乡增
光添彩。

李翔：敢打敢拼的人生最精彩
本报记者 刘彦华 杨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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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 健）今年以来，虞城县店集乡人大将解决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作为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不断加强就业服务工作，破解就业难题，确保发展成果惠及
每位百姓。

该乡人大联合乡劳保所，利用微博、微信等新渠道，发布招
聘会、企业用工、职业技能培训报名等信息100余条，转移农村富
余劳动力 62人；完善小额担保贷款等创业金融服务，为处于创业
期、“种子期”的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将帮扶与帮富相结合，
鼓励辖区内企业招聘贫困群众就业，帮扶零就业家庭、贫困家庭
实现就业；联合司法、团委、妇联等相关站所，针对“4050”失
业人员、闲散青少年等特殊群体开展种植养殖、家政保洁等项目
培训，增强困难群众的“造血”功能，现已开办各类就业培训班2
期，参与人员100余人次。

店集乡人大

多举措加强就业服务工作

本报记者 魏文慧 摄

■李翔：宁陵县乔楼乡人，出身农
家，十九岁参军，两读军校；家境窘迫，
退伍经商，营销日化；登门拜访，遭遇白
眼，勇往直前，痴心不改，立足重庆，从
事安防，八零后生，创业榜样。

人生感悟：年轻，就要出来闯一闯。

庆祝·表彰
6月28日，柘城县举办

多种活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95 周年。县委组织
部主办了“庆七一、感党
恩、促发展”演讲比赛；
县委宣传部主办了“庆七
一、跟党走、颂党恩践行
核心价值观”合唱汇演。
图为该县对 98 名优秀共产
党员、50 名优秀党务工作
者、42 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和驻村第一书记演讲比赛
优胜者进行表彰。

本报记者 蒋友胜 摄

“线儿长，针儿密，
满怀激情绣党旗，绣呀绣
党旗……”七一来临之
际，6月27日，在民权县
胡集乡冯堂村文化广场，
党员干部群众聚集在一
起，唱着拥党爱党的歌
曲，把对党的挚爱深情，
融入到每一针每一线当
中。你一针，我一线，大
家争相在鲜红的党旗上绣
下属于自己的一针，向党
的生日献礼。陈均霞 摄

绣党旗
颂党恩

本报讯（孟 敏）为了不让任何一个折翼的天使掉队，6月 28
日，宁陵县特殊教育学校在学校操场举行了智障儿童寄宿生生活
补贴款发放仪式。据了解，此次补贴发放标准是每人500元，该校
共有50名在校寄宿的智障儿童领到了补贴款。

据悉，该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家庭因为家中有残疾儿童，
在医治诊疗、教育护理等方面花费较大，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于
是，县民政局、县教育局在智障儿童寄宿生生活补助分配方案上
给予该校适当的倾斜。领取到这项补助的家长也纷纷表示，感谢
党和政府的关怀，一定会配合学校教育好孩子，让孩子怀有一颗
感恩的心，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将来走上社会能够自强
自立。该校校长张涛说：“这些补贴款，不但为这些学生家庭解决
了一些困难，还温暖了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学校要教育孩子们好
好学习，让他们成为残而不废的有用人才。”

宁陵县特殊教育学校

50名孩子喜领爱心补贴款

本报讯（李海军）为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市信息
化进程和城市精品线路建设，民权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从今年3
月份开始，对县城架空线路展开了综合治理。截至目前，该县城
区内18条道路的“空中蜘蛛网”整治工作已大头落地。

该县考虑到现有埋设管线复杂，同时存在架空线路“蜘蛛
网”的现状，为合理布设管线，提升道路景观，综合治理工作按
照调查摸底、管网建设、管线入地撤线三个阶段实施。为确保此
项工作的开展，该县将此项工作列为政府重点工作之一，县领导
多次组织相关单位召开会议，协调各项工作，以加快管线落地工
作进度。

据悉，通过近三个月的施工，现管网建设阶段基本完成，城
区内 18条道路已建成地下管网 43888米，预计 8月底前城区主要
干、次道路架空线路可全部入地。届时，综合治理后的县城，架
空管线全部入地，城区道路视野将更开阔，环境更加美观。

民权县

18条道路清理“空中蜘蛛网”

图为6月28日，睢县15家民营企业与15个贫困村签订结对帮
扶协议书的活动现场。近年来，睢县县委统战部积极引导非公企
业致富思源、回报社会，采取“一帮一、多帮一”产业扶贫措
施，确保真扶贫、扶真贫，尽快让贫困户早日实现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张 鹏 摄

最近，宁陵县阳驿乡焦林坡村屈姓编印了一本《屈氏家
谱》。各户人家在接到族谱后，都说这本谱志写得新、写得
精、写得实。

在焦林坡村居住着四姓 82 户人家，其中屈姓人家有 53
户，228人。因屈姓在社会上是稀有姓氏，以往该姓没有家
谱。现在党的政策好了，百姓也安居乐业了，该村屈姓人家
为追求新的文化生活，纷纷提出要编写一本《屈氏家谱》。他
们推选本村德高望重的长者成立起焦林坡村屈氏家谱编委
会，制订出“编谱修志，寻根求源，尊重历史，求真务实，
记载家风，继往开来”的编谱宗旨，要求准确无误地记录村
史、姓史、家史，以弘扬正气、激励后人。编委会按照族人
的要求，任命了编辑和主编，于今年1月初着手，经过半年努
力，已把一本约有6万字的家谱编写印刷出来。

据该村屈氏家谱编委会主任屈成诗说，这本家谱与外姓
家谱不大相同，是用五个新理念编写的。第一个创新是：把
毛泽东主席于 1957年在成都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
述的“搜集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历
史，也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的资料”写进屈
氏家谱的序言，端正了家谱的写作方向。第二个创新是记录
了改革开放时代发展给本村四姓群众，在政治、文化、经济
生活上带来的新机遇和新变化，让人们感到社会确实和谐进
步了。第三个创新是提倡男女平等，把女性也写进家谱。在男
子配偶一栏里，不再用“王氏”“李氏”一词，而是直接写上其名，
另外把几位孝顺公婆、勤俭持家的好媳妇也列入屈氏人物志。
第四个创新是在屈氏家谱“族规族约”一栏中，严厉告诫屈氏从
政、从经、从教、从医的族人应清正廉洁、不贪不占、遵纪守法。
第五个创新是一改家谱竖行排版，以便于排字和阅读。

近日，该县某领导在看了《屈氏家谱》后说：“你村屈氏
在编写家谱中，突出一个实字，注重一个新字，使正能量得
以发挥，传承了精神文明，应该大力提倡。”

焦林坡村屈氏

用五个新理念写家谱
□屈效东

王学勇在指导新兵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