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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当年是抗战打鬼子的
军人，去世前留下遗训，家族中
每代人至少要有一人去从军报
国。”7月29日，家住成都金牛区
天回镇的退役军人周伟东告诉
记者，受到家族从军惯例的影
响，以及从小就对军营生活的向
往，今年高中毕业的18岁女儿
周悦，毅然选择了报名从军。

“我在网上填报了陆军和艰
苦地区部队。”周悦说，她从小就
听过祖爷爷和父亲讲起军中故
事，“我知道军营的辛苦，但还是
很向往，我做出这个决定也得到
了家人和小伙伴的支持。”

祖辈抗战
血战昆仑关受伤

7 月 29 日上午，金牛区天
回镇明月村，屋外阴雨绵绵，
周伟东和周悦坐在屋里，翻看
家族中的老照片，“这是我祖
爷爷，他当年当兵打过鬼子。”
周悦拿起一张泛黄的合照说，
祖爷爷周海清 2017 年 12 月 27
日去世。

1938 年，上前线寻找参军
的大哥的周海清抱着拯救国
家与民族的志向，从成都前往
重庆加入国民革命军36军第5
师工兵营第一连，成为一名抗日
战士。

1939 年，他参与昆仑关攻
坚对日作战。“昆仑山周围地
形复杂，我们要拔除敌人的每
个据点。”周海清生前曾接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
访，在那场战斗中，一颗炮弹
落在他所在的阵地，由于距离
近，他被冲击波震晕，被弹片
击中，他的几名战友倒在了血
泊中，“中国军人死伤惨重，但

日本兵最后被打败了。”最终，
这场对日军发起的正面攻击
战，中国军队取得大捷，重挫
日军王牌第 5 师团，对其第 21
旅团予以歼灭性打击。

报名当兵
得到了家人支持

“ 我 是 1996 年 12 月 入 伍
的。”44 岁的周伟东说，当年他
第一次回家探亲时，爷爷周海清
表情严肃，拍着他肩膀，“嘱咐我
在部队好好干，要听命令听安
排，坚决不能当逃兵。”

翻看当年的军装照，周伟东
说，当初自己在家中很调皮，“去
了军营后，不仅锻炼了身体，更
磨砺了精神。”

“1999年我退伍回来，爷爷
说，要把从军队的传统延续下
去。”他说，爷爷去世前留下遗
训，家中每代人至少要有一个人
去从军报国。

“我从小就觉得爸爸穿着
军装的样子很帅。”周悦说，自
己平时虽然喜欢画画、弹吉他，

但性格还是像男孩子，“希望着
有一天能穿上军装，强健体魄，
保家卫国，也是在履行祖辈遗
训。”报名当兵的事得到了家人
的支持，“我是7月27日在网上
登记报名的，填报了陆军和艰
苦地区部队，目前正在等体检
和其它流程。”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力）
按照2020年预防腐败重点工作
要求，常态化开展廉政宣传教
育，进一步筑牢干部职工思想道
德和法纪防线，结合网络理政办
党建工作安排，7 月 31 日，成都
高新区网络理政办与中国联通
成都高新分公司组织干部职工
共同开展了“关注消防安全 共
建美好家园”团队建设暨廉政警
示活动。

当天，通过现场观看消防
演练、开展“穿戴消防服速度”

“软梯逃生”“水带铺设链接”体
验活动，感受了消防指战员保
家卫国、舍生忘死、不畏艰难和
积极进取的精神。在以消防、
廉政为主题的参观学习中，参
与活动的干部职工深入了解了
消防的廉洁文化建设，在这样
的氛围里得到廉洁文化的熏
陶、浸润，从思想上进一步提高
廉洁奉公、拒腐防变的认识。
同时，广大干部职工还承诺，将
始终把廉政建设摆在突出位
置，并强化学习教育，把好理想

信念“总开关”，坚守纪律规矩
“底线”，做到思想行动始终与
初心相契合、与使命相符合、与
时代相融合。

据了解，接下来高新区网
络理政办还将继续强化与联通
公司的交流合作，学习全体消
防指战员恪尽职守，无私奉献
的优秀品质，在工作中牢固树
立安全生产和廉政意识，推进
廉洁教育工作常态化，打造风
清气正、崇廉尚实、干事创业的
良好政务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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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同呼吸
31日空气质量

成都（16时）
AQI指数 26 空气质量 优
优：康定、攀枝花、马尔康、内江、达
州、宜宾、泸州、广安、遂宁、广元、资
阳、西昌、眉山、自贡、乐山、南充、巴
中、雅安、绵阳、德阳

1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0—7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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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星彩第第 20070 期全国销售
14235212元。开奖号码：4786287，一
等奖 0 注；二等奖 16 注，单注奖金
20117 元；三等奖 173 注，单注奖金
1800 元。1113710794.75 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排列 3 第 20163 期全国销售
25180670元。开奖号码：230。直选
全国中奖4906（四川733）注，单注奖
金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7829（四
川 737）注 ，单 注 奖 金 173 元 。
23122468.5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 5 第 20163 期全国销售
13925644元。开奖号码：23032。一
等 奖 54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404071160.3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0年9
月29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
为准。

“祖辈遗训，每代要有人从军报国”
八一建军节前，抗战老兵后人毅然报名入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力 实习生 金玲 摄影报道

成都高新区网络理政办：
清风送正气，消防助廉心

抗战老兵周海清于2017年去世。

周悦拿着祖爷爷周海清的照片。

周悦一家人在周海清的抗日
纪念手印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