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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张添柱 杨韬

　　在湖南省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长安营镇

长坪村，一座苗家风雨桥横跨在长坪河上，桥边

就是红军长征烈士纪念碑。

　　清明将至，当武警湖南总队邵阳支队城步

中队官兵再次来到这里，欣喜地看到，烈士纪念

碑广场前坪干净整洁，纪念碑碑文已重新描漆。

　　几个月前，中队官兵在长坪村摸排走访时，

发现红军长征烈士纪念碑碑体因雨水侵蚀略显

斑驳，底座一角地基出现沉陷迹象。现在，纪念

碑经过修缮，这些问题已不复存在。

　　为守护革命英魂安息之地，武警湖南总队

联合解放军长沙军事检察院，持续开展红色资

源保护公益诉讼专项行动，一大批纪念设施、革

命遗址被修葺一新，成为部队官兵党史学习教

育实践的延伸课堂。

87载军民鱼水情

　　近日，在长坪村红军长征烈士纪念碑前，77

岁的游延标给武警邵阳支队城步中队官兵讲述

了纪念碑的由来。

　　1934年12月10日至12日，中央主力红军第

一、三、五、九军团各一部从南山下来，经过长安

营乡，在长坪、大寨、岩寨一带宿营。部队走后的

十多天里，陆续有一些红军伤病员从这里经过。

其中一名叫谢军的红军战士因患重病体力不

支，昏倒在大寨村风雨桥上。

　　村里的侗族草医游庆美得知消息后，急忙

赶来救治。他白天上山采药，晚上和谢军同床睡

觉观察病情，并安排家里人烧火取暖、做饭送

饭。然而一个多月后，病情危重的谢军还是牺

牲了。

　　“临终前，我父亲按照谢军的遗愿，把红军

衣服给他穿好，将他埋在村口军阳庙西边的枫

林脚下。后来，在原庙旧址上修建起现在的纪念

碑、纪念亭。”说到动情处，游延标指尖微微颤

抖，“父亲说，要让谢军的英灵看到每天升起的

第一缕阳光。”

　　谈起被修葺一新的红军长征烈士纪念碑，

中队指导员郭修辉介绍说，2020年8月，解放军

长沙军事检察院走访武警湖南总队，会商决定

联合开展红色资源保护专项监督行动，在全省

范围内摸排红色资源保护状况，发挥检察公益

诉讼制度优势，用法治力量保护红色资源。

专项行动保护红色资源

　　“湖南红色资源丰富、红色基因厚重，我们

理当肩负起走在前列、做出表率的重任。”谈及

开展专项行动的初衷，解放军长沙军事检察院

检察长李忠新说。

　　摸排工作启动后，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分赴

湖南省内14个市州113个县（区），联合驻地武警

中队骨干力量，历时40余天、行程1.9万余公里，

实地走访英烈纪念设施、革命遗址遗迹等红色

资源381处，摸排问题线索6大类437条，相关事

实均有现场图片、影像资料予以佐证。最终，军

地检察机关立案调查50余起，联合制发检察建

议50余份。

　　接到检察建议，地方职能部门迅速行动依

法履职，相关问题陆续得到整改，专项行动取得

显著成效。

　　平江县长寿镇政府筹措资金，聘请专人负

责介板洞烈士陵园日常维护；城步县贺顺祥烈

士墓重新搭建不锈钢护栏，硬化通行道路，设置

路牌标识；江华县毛立井抗日烈士纪念碑翻新

描红，重新贴上瓷砖的纪念亭焕然一新。

　　怀化洪江市湾溪乡无名烈士墓地理位置偏

僻，在当地一位热心老人的指引下，检察人员和

武警官兵才找到这里。在烈士墓碑前，老人回忆

起父辈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湘西剿匪的战

斗经历，不禁热泪盈眶：“父亲如果还在世，一定

会为祖国如今的繁荣昌盛感到骄傲。”

让红色资源鲜活起来

　　3月26日，湖南革命陵园，数百名武警官兵

代表手持鲜花、列队肃立。他们齐声高唱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歌，脱帽默哀。

　　12名持枪礼兵集体鸣枪12次，用军人独有

的方式向英雄烈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英雄不怕牺牲，只怕遗忘。我们要持续做

好专项行动‘下篇文章’，让革命事迹、精神财富

再度鲜活起来。”武警湖南总队政委蒋建宇说。

　　祭扫英烈陵墓、追忆革命事迹、重温入党誓

词、诵读红色家书……

　　武警湖南总队以“缅

怀先烈 致敬英雄”清明祭

扫主题活动为契机，全年

常态组织官兵赴革命英烈

陵墓（园）、纪念碑（塔）等

地开展纪念活动，并将这

一活动作为特色教育活

动，与主题教育、党史学习

等重大教育活动相融合，

教育官兵树立正确的党史

观、价值观。

　　“我们不只是擦亮英

烈墓碑，更要借此机会传

承英烈精神、接续奋斗征

程，这才是对英雄烈士最

好的纪念。”武警永州支队

双牌中队战士赵聪聪说。

　　本报讯 记者廉颖婷 退役军人事务部日

前印发通知，3月下旬至4月上旬开展“守护·

2021清明祭英烈”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为烈士亲

属和社会民众缅怀英烈提供暖心服务。

　　通知指出，为防范疫情风险，避免烈士陵园

出现大规模聚集，活动倡导网上祭扫新风，不组

织现场集体祭扫，以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官网和

中华英烈网为主要平台，开设清明祭英烈活动

专栏，为烈士开设网上墓园。平台同步展播“追

寻先烈足迹”优秀短视频，通过网络直播、设置

话题、展示红色经典影视、发布有关回忆文章诗

词等文化作品，以及身边的英烈精神感人故事

等，广泛宣传英雄烈士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突出贡献和巨大牺

牲，传承红色精神。

　　通知要求，各地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根据

实际情况为烈士亲属提供代为祭扫服务，为每座

烈士墓敬献鲜花、擦拭墓碑，祭扫烈士、告慰英

灵，并及时在网上祭扫服务平台展示，为烈士亲

属提供祭扫实景照片、视频。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彭治文 廖彬华

　　他精通手枪、步枪、狙击枪、拐角射击系统等10

种轻武器射击，不同距离指哪打哪，发发命中要害。

　　他具备水上反恐、深海潜水、悬崖攀登、伞降作

战等30多种作战本领，40余次圆满完成急难险重

任务。

　　他从军16载，先后荣立一等功1次、三等功4次，荣

膺第21届“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2019年荣获“中

国青年五四奖章”。

　　他就是被誉为“岭南猛虎”的武警广东总队机动

支队某中队中队长彭星。

他像钢刀向险而行

　　彭星喜欢看《破冰行动》，他说可以看到自己的

影子。但抓捕的凶险瞬间，是剧本无法表现的。

　　那年，某大型扫毒行动现场，彭星临时受命带队

抓捕贩毒集团2号人物蔡某。

　　蔡某为人狡猾、心狠手辣，睡觉时枕边都会放着

砍刀。倘若第一时间制服不了，势必会造成伤亡。

　　凌晨3时，目标出现；30分钟后，屋内灯灭；一小时

后，行动开始。

　　当指挥部下达抓捕命令后，彭星急冲、翻墙、破

门，快速突入卧室，将蔡某死死地摁在床上，整个过

程干净利索。事后，从蔡某屋里搜出一把霰弹枪、20

余发子弹和一枚手雷。

　　那一仗战果颇丰。彭星率队捣毁“毒巢”5个，抓

获贩毒分子12人，缴获毒品400多千克。

　　指挥部领导评价：“这个小伙子就像把钢刀，哪

里有危险就插在哪里。”

　　在武警广东总队机动支队支队长苏皓南眼里，

彭星把使命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

　　2009年夏，广东省某管教所发生犯人劫持狱警事

件，一名犯人敲碎玻璃后劫持狱警负隅顽抗。为配合

谈判攻心、保护人质安全，彭星主动请缨，独自悄悄

攀登至楼顶，伺机展开行动。

　　犯人情绪越来越激动，正当他准备往楼下走时，

在楼梯口埋伏多时的彭星抓住时机一跃而上，将犯

人牢牢控制住，狱警及时获救。

　　没上过战场的人，无法真切体会命悬一线的感

觉。经历过生死淬炼的彭星深刻认识到：只有平时练

到位，战时方能冲在前。

　　今年3月10日下午，一场对抗演练正在进行。

　　扮演歹徒的蓝军不按套路出牌，将飞机舱门用

铁丝锁死，突击队员从舱外拉拽几次无法突入。此

时，身为现场指挥员的彭星果断下令，改用突击车挂

锁拖拽、强行破门，兵分三路突入舱内。当枪声突然

从身后响起时，蓝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6名“歹徒”

全部被“击毙”。

　　“完败”的结果让蓝军非常意外。走下训练场，好

几名蓝军队员朝彭星竖起大拇指，连声夸赞。

他像利剑千锤百炼

　　说起彭星，官兵们都会异口同声：“牛！”

　　射击场上，100米外目标突然出现，只听“砰砰”几

声枪响，大家刚完成据枪瞄准，彭星已经射击完毕，

整个过程只用时3秒，5发子弹全部命中。

　　有人说，彭星是天生的利剑。他却说，自己是块生

铁，经过千锤百炼，历经千敲百打，最终才能一剑封喉。

　　刚入伍那会儿，彭星瘦得像颗豆芽菜，先天条件

并不好。新兵连集合，站在排尾的他比其他战士矮一

大截。

　　“吃不了大苦头，就磨不出硬骨头。”彭星经常把

这句话挂在嘴边。为练架枪速度，他的肩膀被枪磨出

老茧；为练臂力，他早、中、晚各抓举20公斤的哑铃300

多次；为练抗眩晕，别人转10圈他就转20圈。晕了，塞

一把辣椒提神醒脑，接着再转。

　　寒来暑往，彭星逐渐在官兵中崭露头角。

　　2014年，时任排长的彭星被推荐参加全军特种作

战青年军官联合培训。面对全军高手、全新课目，彭

星在官兵面前立下军令状：“不拿名次，誓不罢休！”

　　没有热身、没有预赛，刚报到就开始淘汰。集训

第三天，就有14名队员出局。

　　“上擂台就是上战场。”彭星心里清楚，在战场

上，任何一块短板都会产生“马蹄钉效应”。

　　彭星的短板很明显：潜水和跳伞。第一次潜水，

他耳朵嗡嗡直响；高空跳伞，他脸色苍白，手心直冒

冷汗。从飞机上跳下去，他眼睛都没敢睁。

　　为克服恐惧心理，他尝试比别人潜得更快、更

深，直到快要晕厥时才浮出水面换气。一次，由于出

水过快，刚上岸彭星就“哇”地吐出一口鲜血。事后，

教员告诉他，深海潜行随时都有肺部压伤、呛水溺亡

的危险。

　　面对云海翻滚的蓝天，他给自己下了一道死命

令：“就算是摔死，也不能被吓死。”彭星瞪大双眼，一

步、两步、收腿，一头扎向云海。

　　教员说，那天飞行高度是830米，比誉为“世界第

一高楼”的迪拜塔还高出两米。

　　这次集训彭星瘦了13斤，但他却囊括了3000米徒

手蛙泳、1000米武装泅渡在内的五个单项第一，并取

得综合排名第二的好成绩。

　　“彭星不但能吃苦，而且爱琢磨。”武警广东总队

机动支队政委陈宏懋说，彭星平时不打牌、不玩手

游，常常一个人躲在学习室看特战训练视频。一个动

作反复看，直到熟练掌握。他随身携带个小本本，一

有灵感就赶紧记下来，里面密密麻麻地都是战术和

战法。

　　他先后自学《心理学》《核心区武力攻击特种战

术》等，撰写40多万字心得笔记，熟练掌握20多项特

战技能和50多种特战装备操作使用。他创新总结“模

拟推拉套筒法”，有效降低了后坐力造成的枪口上

抬，缩短了击发后手枪归位的时间，被全总队推广

学习。

他像磁石志在基层

　　在中队办公柜里有这样一个盒子，里面存放着

厚厚一叠自荐信，这是其他中队战士写的。最多的一

年，尽管只有70个选招名额，中队却收到112封自

荐信。

　　有人说，是彭星名气大，许多战士都是冲着彭星

来的。更多的人则说，彭星对战士感情真、用情深，时

间长了就会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李帅是中队退伍战士，现为广州白云机场公安

民警。他清楚记得，有次生病卧床休息了一周，等身

体痊愈后，体能被拉开一大截。

　　彭星知道后，主动为他制定补差计划，单独开小

灶。第一天因为要开会，彭星没有参加训练，李帅就

偷偷将训练内容“缩水”一半。

  得知这件事后，彭星并没有批评他。第二天训

练，彭星陪着他一起跑步，李帅不好意思：“队长，我

自己训练就可以了。”彭星笑着说，“没关系，你在进

步，我也不能落后”。

　　中队特战训练累、比武标准严、临时任务多，即

便这样，许多战士满服役期后不愿离开，希望能在中

队多留几年；不少已婚士官成家在驻地，遇到任务个

个主动请缨；一到八一建军节，即便路途再远、工作

再忙，很多退伍老兵都会从天南海北赶回来。

　　在中队，一到训练时间，大家就把警衔全部卸

掉，从中队长、指导员到普通一兵，没有职务高低，人

人都是参训者。

  搞攀登训练，标准高度是18米，中队楼房却建到

26米，彭星要求攀登高度变高了，但时间不变。每次

都是彭星第一个上，战士们口服心更服。

　　广东的热，有时难以忍受。一次对抗演练，原计

划是9点开始，但彭星觉得上午天气凉爽，不贴合实

战，便要求推迟到11点。消息一出，一些战士叫苦不

迭，但彭星寸步不让。

　　临近正午，骄阳似火，彭星带队一马当先展开对

抗演练。

　　从军16年，彭星数了数手下精兵还真不少，二等

功臣齐红光、三等功臣黄凯、“巅峰勇士”林雨。

　　每逢退伍季，驻地公安特警就过来“挖人”。他们

说，“彭队长带出来的兵能吃苦、素质好，咱信得过”。

　　本报讯 记者赵红旗　近日，记者从河南

省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为给退役军人、

军属就业创业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平顶山市

检察院充分发挥民事行政检察职能作用，加强

涉军司法服务，为退役军人、军属就业创业保驾

护航。

　　今年年初，平顶山市检察院以民法典实施

为契机，依法优先办理军人军属在婚姻家庭、

土地承包等民事行政领域涉诉案件，主动为退

役军人、军属就业创业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利

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优势，积极与市退役军人

创业就业服务促进会对接，对退役军人、军属

在就业创业过程中遇到的民事、商事、劳动争

议等法律问题，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帮助退

役军人、军属合法就业创业。

　　此外，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受平顶山市检

察院检察长侯民义委托，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

何欣带领各部门负责人登门走访民营企业，征

求企业对检察机关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的意见。

　　平顶山市检察院还明确规定，依法严厉打

击侵害退役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为

退役军人、军属就业创业提供良好的外部法治

环境。

　　“检察机关全面履行‘四大检察’职责，积极

参与社会治理，为退役军人、军属提供更多更优

质的法律服务。”平顶山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孙宗

杰说，关爱帮扶退役军人、军属是一项需要长期

坚持的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有

效整合社会资源，努力形成各司其职、各尽其

责、协作配合的工作局面，共同探索保护退役军

人、军属合法权益的新途径、新方法。

湖南开展红色资源保护专项监督行动

红色丰碑标绘精神坐标

南粤反恐精英
记武警广东总队机动支队某中队中队长彭星

“守护·2021清明祭英烈”宣传活动启动

平顶山检方助力退役军人军属就业创业

　　本报讯 记者廉颖婷 通讯员殷超 近日，陕

西省咸阳市人民检察院、三原县人民检察院联合解

放军西安军事检察院，对驻三原某部队周边存在的

消防安全隐患问题举行检察建议公开宣告送达仪

式，向三原县应急管理局和两个责任乡镇公开宣告

送达3份检察建议。

　　3月初咸阳市两会期间，军队代表提出，因所在

部队附近村民防火意识不强，驻军周边已发生多起

火情，军事设施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咸阳市检察院及

时将线索交办三原县检察院，并与西安军事检察院

沟通，市、县两级检察院联合西安军事检察院与驻军

部队召开座谈会。

　　经调查取证，查明部队营区紧邻山体，杂草枯木较

多，周围村民防火意识不强，春节、清明等时节存在野

外用火现象，导致近年来连续发生多起火情，对军事设

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致使国家和社会公益受损。

　　检察机关决定向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地方政府

和行政机关公开宣告送达检察建议，建议积极履行

消防法赋予的相关职责，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咸阳市检察院同时将案件线索移送渭南

市人民检察院，共同做好消防安全隐患消除工作。

　　宣告仪式上，三原县检察院检察长杨引宣读了

检察建议书，并进行释法说理，西安军事检察院也从

军事设施保护方面进行了详细说明。被建议单位负

责人当场签收检察建议书，表示接受检察建议内容，

并迅速整改落实。

　　下一步，咸阳市、三原县两级检察机关和西安军

事检察院将持续跟进整改工作，并以此为契机，对咸

阳市涉军驻地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做好驻咸军

队保障工作。

军地检方合力消除军事设施消防隐患

　　图为彭星进行射击瞄准训练。                                                潘桂添 摄

　　图为武警江华中队官兵擦拭英雄墓碑。   陈辉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