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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SHI

在最近一次实兵对抗中，面对蓝
军多重设障、层层阻击，参与攻坚任务
的第71集团军某合成旅“王杰班”车组
顶住强大火力，直插纵深，帮助后续部
队进攻成功撕开突破口。

56年前，王杰在组织民兵埋排雷
训练时，现场突发意外。生死瞬间，为
保护他人，王杰用生命践行“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誓言。

56年来，王杰精神激励着英雄部
队不断创造辉煌。

10余万字日记是践行“两不怕”精
神的生动写照

王杰，1942年出生，山东省金乡县
人。1961年入伍来到原济南军区装甲
兵某部工兵营一连，连续 3 年被评为

“五好战士”，2次荣立三等功。
1965 年 7 月 14 日，班长王杰在组

织民兵训练时突遇炸药包意外爆炸。
危急关头，为保护在场的12名民兵和
人武干部的生命安全，他毅然扑向炸
药包，献出了23岁的年轻生命。

王杰舍己救人牺牲后，他生前所
在班被国防部命名为“王杰班”。

当兵 4 年，王杰写下了 350 多篇、

10余万字的日记。“这些日记真实记录
了英雄成长的心路历程，是他践行‘两
不怕＇精神的生动写照。”这个旅王杰
事迹陈列馆解说员谢梦琪说。

应征入伍，王杰写下了第一篇日
记——“人一生，能服从祖国的需要为
最快乐，服兵役是第一志愿。”

服役期间，王杰刻苦训练，仅两年
就考取了工兵五大专业技术“满堂
红”，第三年被原济南军区表彰为“郭
兴福式”教练员。

1965年，王杰在日记中写下“我要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
人”。仅仅两个月后，他用自己的生命
践行了铮铮誓言。

201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
第71集团军视察时强调，王杰精神过
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的宝贵
精神财富，要学习践行王杰精神，让王
杰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

王杰精神是众多新“王杰”涌现成
长的“催化剂”

英雄从未走远，他的精神永远传
承。

王杰生前所在连每次点名，呼点
的第一个名字永远是“王杰”。每逢重
大任务前后，官兵都要整齐列队，向老
班长宣誓、汇报。

“这是一种纪念和景仰，更是一种
传承和激励。”旅政委汤炜说，旅队始
终注重用王杰精神建队育人。新兵入

营，做的第一件事是参观王杰事迹陈
列馆，学唱的第一首歌是《王杰的枪我
们扛》，上的第一堂教育课是“弘扬‘两
不怕’精神，当好王杰传人”，读的第一
本书是《王杰日记故事选》……

正是这种传承弘扬，王杰精神成为
众多新“王杰”涌现成长的“催化剂”。

“王杰”涌现在战位上。
“王杰班”第31任班长、三级军士

长王大毛，刚转岗装甲步兵专业时是
个地道的“门外汉”，他坚持像王杰当
年“专挑坚硬的坦克道挖雷坑”一样苦
练硬功，很快熟练掌握了必备技能，能
操作10种轻武器。

上士谢彬彬，不断向王杰老班长
学习，在新岗位上迅速成长为旅“最佳
射手”，被集团军表彰为“新时代王杰
式好战士”。

“王杰”涌现在人民需要的时候。
2020年夏天，洪水肆虐，九江、淮南

先后告急，王杰部队2000余名将士星夜
驰援，辗转近千公里，在人民群众与洪魔
之间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钢铁长城。

一直以来，王杰部队官兵们勇救
落水群众、扑救山火、扶贫帮困的英雄
事迹不断涌现。

王杰精神是部队战斗力提升的
“加速器”

50多年来，王杰精神，历久弥新，
激励广大官兵不断精武强能，提升实
战技能，在强军路上留下一串串闪亮
足迹。

4年前，“王杰班”由工兵班转型装
甲步兵班，换装某新型两栖步兵战车，
这是新的挑战。

聚焦转型，全班立下“三铁”规矩：
训练时间一秒不能少，规定时间外加
练；规定内容一个不能落，不达优秀不
罢休；训练强度一点不能降，每周2次8
公里武装越野，每月2次20公里拉练。

新装备列装不足百天，“王杰班”
首次实弹射击全部命中目标。

王杰精神激励官兵勇攀高峰。“王
杰班”率先在全旅开展“减员战斗训
练”，成为集团军首个“减员至7人不影
响战斗，减员至5人可继续战斗，减员
至2人能坚持战斗”的装甲步兵班，赢
得了走向未来战场的“资格证”。

如今，“王杰班”战士个个能在步
战车所有战位任意互换，成为集团军
班组训练标杆，成果在全旅推广。

王杰精神激发训练热情。旅队官
兵纷纷向“王杰班”看齐，跟“王杰班”
PK。特别是新体制运行以来，这个旅
瞄准战场，创新训练理念和方法手段，
从难从严摔打磨练部队。

王杰精神加速战斗力提升。旅队
捷报频传，先后在陆军各项比武中摘
金夺银。

时光流逝，精神永恒。50多年来，
王杰精神在一代代官兵中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他们争当王杰传人，用王
杰精神凝神聚魂、精武强能、练兵备
战，不断书写着王杰精神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近年来，为进一步提升医保公共
服务水平，全国各地大力推广医保电
子凭证。一些不法分子却借机动起歪
脑筋，以“推广医保电子凭证”为幌子，
在农村进行非法“村推”，获取群众身
份证号、手机号等重要个人信息，进而
恶意注册各类“网络黑号”并贩卖牟
利。对这类不法行为，需及时打击，铲

除其生存空间。
互联网时代，个人信息能产生经

济利益。许多农村中老年人生活环境
相对闭塞，子女不常在身边，对新骗
局、新诈骗手段等防范意识较低。加
之他们的手机号等重要个人信息多数
未注册各类网络账号，是不法分子眼
中的“香饽饽”。

不法分子策划的骗局，往往让群
众难辨真伪。在偏远农村，不法分子
带着自制的假工作证件、医保局文件
通知等进行“村推”。非法“村推”人员
大多将办事场所设在村委会办公楼，

部分不明真相的村干部还会热心帮忙
介绍和组织人员，迷惑性较强。

这种有组织的非法“村推”活动是
“网络黑号”的重要来源，犯罪分子利
用这些账号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干扰
公安机关的案件侦办，也使受害村民
无形中承担了违法犯罪的风险，会在
受害村民中引起恐慌。

面对非法“村推”新骗局，公安、医
保等部门要与互联网企业加强沟通，
建立健全打击整治联动机制，在清查
恶意注册账号、查清犯罪关联信息时
形成合力，及时制止侵害群众信息安

全的行为。
相关互联网企业要切实履行平台

责任，优化管理流程，严格审核机制，持
续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对恶意
注册的“网络黑号”应及时进行冻结或注
销，不给非法“村推”和“网络黑号”留下
生存空间，积极维护平台生态。

此外，也要积极构建乡村预防犯
罪防线，增强服务“适老化”。通过进
一步加强家庭关怀，提高农村中老年
人应对电信网络诈骗的免疫力，不给
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新华社南宁11月25日电）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王杰精神述评

新华社北京11月 25日电 记
者 25 日从公安部获悉，针对一些
地方医疗美容领域制假售假、非
法从业、发布虚假广告、借“医美
贷”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突出，导
致医美事故频发的情况，公安部
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近日下发通
知，部署进一步加大对非法制售
医美产品等药品安全领域突出犯
罪活动打击力度。

通知要求，各地公安食药侦
部门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围绕医美产品生产经营企业、
医美服务机构、直播带货平台等
重点部位和重点环节进行排查，
并积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违法犯
罪。要强化破案攻坚，深挖彻查，
打准打狠，适时组织统一集中收
网，彻底摧毁犯罪网络。

通知强调，要加强与市场监
管、卫生健康等部门沟通协作，规
范案件移送、涉案物品保管处置、
检验鉴定和认定等工作，并将案
件侦办过程中发现的行业问题和
漏洞及时通报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形成打击整治工作合力。

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记者
25日从全国妇联获悉，全国妇联权
益部日前发布《家庭暴力受害人证
据收集指引》，对“证明发生过家庭
暴力事实的证据”及“证明面临家
庭暴力现实危险的证据”等作了详
细说明，用于帮助受害人树立证据
意识，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由于家暴受害人缺少保存和
收集证明家暴证据的意识，很多情
况下受害人不知道如何收集证据、
哪些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收集的
证据有什么用处。鉴于此，指引
提示，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诫
书、伤情鉴定意见，村（居）民委员

会、妇联组织、反家暴社会组织、
双方用人单位等机构的求助接访
记录、调解记录，受害人病历资
料、诊疗花费票据，实施家庭暴力
的录音、录像，身体伤痕和打砸现
场照片、录像，加害人保证书、承
诺书、悔过书，证人证言、未成年
子女证言以及受害人的陈述等，均
可作为证明发生过家庭暴力事实
的证据，受害人注意保存或向有关
部门申请查阅调取。

指引提醒受害人，如果加害
人通过电话、短信、微信、QQ聊天
记录、电子邮件等威胁、恐吓的，
受害人可以录音、截屏等方式备
份保存此类证据，具备条件的，可
以通过公证处提取电子证据。

警惕非法“村推”，铲除“网络黑号”生存空间
新华社记者 覃星星 雷嘉兴

紫阳县向阳镇营梁村茶山景色（11月24日摄，无人机照片）。初冬时节，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境内茶山雾气蒸腾，

汉江碧波粼粼。近年来，紫阳县通过大力推进茶旅融合建设，推动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

■ 摄影 新华社记者 邵瑞

冬日茶乡
山水画廊

《家庭暴力受害人证据收集指引》发布
指导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效收集和固定证据

公安部要求严厉打击
非法制售医美产品等犯罪活动

新华社上海11月 25日电 上
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
次会议 25 日表决通过关于修改

《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的决定，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
育的夫妻，女方除享受国家规定
的产假外，还可以再享受生育假
60 天；夫妻在其子女年满三周岁
之前，双方每年可以享受育儿假
各 5 天。育儿假期间的工资，按
照本人正常出勤应得的工资发
给。

此决定即日起施行，提倡适
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
生育三个子女。鼓励用人单位采
取有利于照顾婴幼儿的灵活休假

和弹性工作措施，支持家庭生育、
养育。根据决定，一对夫妻共同
生育了三个子女，其中一个子女
经上海的区或者市病残儿医学鉴
定机构鉴定为非遗传性残疾的，
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

按国家有关规定，女职工法
定产假为98天，由此，上海女职工
产假与生育假相加，生育期间可
有158天假期。

新修订的条例鼓励和引导社
会力量举办托育机构，支持幼儿
园和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区
提供托育服务；规定上海的各级
人民政府应当在城乡社区建设改
造中，按照国家和上海有关规定，
建设相应的婴幼儿活动场所及配
套服务设施。

上海生育假延长至60天
增设育儿假

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庆祝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 129 周年

“《奥林匹克宣言》——美丽的奥
林匹克文化长卷 III”“奥运＋春
节”主题内容发布仪式 25 日在北
京汇文中学举办。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将
近，在国际奥委会指导支持下，首
都文明工程基金会和《文明》杂志
社联手有关机构推出“《奥林匹克
宣言》——美丽的奥林匹克文化
长卷III”（以下简称长卷III）。

据悉，长卷III将以《奥林匹克
宣言》为基础结构，囊括举办夏奥
会和冬奥会的23个国家与43个城
市的节庆文化。

长卷系列主设计师曾辉在发
布活动上介绍：“长卷两翼为希腊
雅典和法国巴黎两国与两城奥林
匹克运动的历史与文化，然后以
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历史脉络展

开，中心部分为北京‘奥林匹克宣
言广场’与中国的春节文化两者
融合，寓意着东西方文明相向而
行，在北京相遇并融合发展。”

同时，当天活动还宣布了现
代奥林匹克运动“从哪里来”“到
哪里去”的两大核心主题。

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
长蒋效愚在现场宣读了国际奥委会
主席巴赫为长卷 III 撰写的序言。
巴赫在序言中写道：“《奥林匹克宣
言》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起点，顾
拜旦通过复兴奥林匹克运动让世界
变得更美好的愿景一直是国际奥委
会所遵循的最核心理念。”

国际奥委会独家授权由《文
明》杂志和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
联合有关机构共同发起“《奥林匹
克宣言》全球文明传播”活动。
2012 年和 2016 年，该活动先后推
出了长卷I和长卷II。

“奥运＋春节”《美丽的奥林匹克
文化长卷III》主题内容发布

1.黄从领 340621196303012835

2.刘法保 342128196304275978

3.王大伦 34060319600814121X

4.李 红 340621196312073576

5.刘 倾 342122196401287614

6.赵 平 340604196201070018

7.刘天义 342122196404146294

8.郑新明 341227196407099151

9.王晓东 34122119640910733X

10.宗加义 342124196409243010

11.吴志银 340621196410022457

12.鲁传标 340621196411202492

13.吕发会 340621196503282418

14.吕武保 340621196307062434

15.陈 超 340621196508012433

16.徐孝民 340604196509112210

黄从领等16位员工从我矿退

休后，因医保欠费长期未按集团公

司要求办理相关手续，矿拟将黄从

领等16位员工的医保关系报减；请

黄从领等16位员工自公告之日起，

10 日内前来恒源煤矿劳动工资部

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不来视为送

达，后果自负。

人员信息如下：

■ 记者 黄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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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公 告
魏影遗失本人身份证，证号：340602198310052448，声明作废。
濉溪县双堆集镇法律服务所原法人朱长见印鉴章遗失，声明作废。
濉溪县双堆集镇法律服务所遗失濉溪农商银行双堆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3661000696001 ，声明作废。
陈飞龙、郭宇遗失淮北康源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濉溪县融翔江山印小区

18#1101室购房发票，编号：09159426，金额：293511元，声明作废。
吴群英遗失（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

住院时间：2021年10月17日至2021年10月26日，住院号：17484240，发票
号：2001760759 ，金额：38054.09元，声明作废。

因东外环路（太山路-人民路）改造工程实施，
现需对东外环路自太山路至人民路段进行半幅封
闭施工，封闭时间从2021年11月26日至2022年5
月22日。请过往车辆按交通标志指示通行，正确
选择车道，减速慢行，并自觉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
员指挥，或从人民路、沱河东路绕行。

淮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淮北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
河南泉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5日

关于东外环路（太山路-人民路）
改造工程半幅封闭施工的通告

■ 记者 翟翔 熊丰

■ 记者 郭敬丹

■ 新华社记者 刘小红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煤矿
2021年1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