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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2019 第三届东北三
省健身交流大会在长春雪立方
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吉林省体
育总会主办，吉林省健身健美协
会、吉林省健身俱乐部行业协会
承办， 共吸引来自东北三省的
300 余位健身健美爱好者报名
参加，在台上展开了“力与美”的
较量。

本次活动旨在推动整个东
北地区健身运动的发展， 丰富
健身运动的形式与内涵， 提升
健身从业者的专业水准， 使健
身爱好者的健身生活方式多元
化。 比赛分为男子健体、大学生
健体、女子健身比基尼、女子美

臀、男子健体全场冠军赛、健身
先生公开赛、男子古典健美、男
子传统健美等组别。 裁判员表
示， 女子比基尼大赛和男子健
美比赛是本次活动的重要内
容，也是正规比赛项目，在比赛
中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规则进
行评判。 吉林省健身健美协会
秘书长庄天福告诉记者， 从全
国来看， 东北三省的健身健美
行业不是处于领先地位， 举办
此次交流大会， 有利于开拓东
北健身健美行业从业人员的眼
界， 选手们通过该平台可以互
相交流，查找自身的不足，增长
各个领域的知识。

值得一提的是，在交流大会
期间，一场以“爱心公益，传递能
量” 为主题的爱心捐助活动也吸
引了参赛选手和市民关注。 据了
解， 安图县明月镇长平村在吉林
省体育局的定点帮扶之下， 部分
无收入来源的贫困户获得了稳定
的收入， 贫困人口均已经全部脱
贫。 不过此次交流大会组委会了
解到， 该村有几处危房需要进一
步完善和修缮，为此，特意借健身
交流大会之机， 举办了此次爱心
捐助活动。 吉林省健美健身爱心
人士的捐助款项将为长平村带来
生活条件的改善。

/记者韩玉红报道

为响应中国证监会、中国
证券业协会“推动投资者教育
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号召，东
北证券泉州丰泽街营业部自
2016 年成立起，始终坚持“公
益·教育·服务”理念和“美丽
蝶之舞， 美好中国梦” 主旨，

积极探索构建多元化国民金
融素养教育体系，从金融知识
课程纳入学分制管理到被高
校选中申报省级校企合作实
践课程，从成立全国模拟交易
大 赛 专 家 顾 问 团 到 打 造
MBA 实践实习基地，无论是
促进金融专业人才培养，还是
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指导
服务。

东北证券泉州丰泽街营
业部持续拓展与辖区高校的
深入合作，不仅仅将金融知识
送进高校课堂，更将金融人才
职业培养，为高校人才提供实
践导师和实习基地作为投资
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至
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东北证券
泉州丰泽街营业部认定为华
侨大学 MBA 实践基地，东北

证券泉州丰泽街营业部总经
理受聘为华侨大学 MBA 首
届联合会副会长、华侨大学青
年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常委。
借助科学性、系统性的实践培
训，推动高校人才与资本市场
面对面，通过实践历练金融才
能，将东北证券打造成金融人
才的训练营。

/记者 王秋月 报道

李雪莲， 长春公交南通公
司 13 路三星级驾驶员， 在 13
路这条全国三八文明线上虽然
工作仅有 2 年， 但她在这样有
着优良传统的团队中感受到了
一种吃苦耐劳，积极向上，团结
友爱的和谐氛围。 用心服务传
真情，公交一路洒文明。乘客张
大爷说，坐 13 路心情好，上车
心就敞亮， 即便心情不好，坐
13 路也会被 13 路车厢的暖心
服务感化，13 路驾驶员很治
愈！ /记者 海涛报道

他曾是部队的爆破手，迎
着敌人步枪、 机关枪飞梭般的
子弹炸碉堡， 他是战场上不怕
牺牲的斗士， 英勇炸掉敌人十
三辆坦克车， 抢回轰炸日本的
美军飞机……他曾参加过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战
争，枪林弹雨中他九死一生。

15岁拿起武器保家卫国
现年95岁的陈同安生活在吉

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五道江镇。
陈同安的原籍在江苏省泗

阳县，日军入侵以后，他的家乡
遭受涂炭， 房子和粮食被日寇
烧光了， 耕畜和家禽被敌人抢
走，百姓没了活路。“我眼睁睁
看着新婚不久的侄子被杀害，
一个村子10名村民被刺刀杀死
……” 陈同安回忆当年参军的
初衷就是被自己的亲身经历所
激发的，他决定参军，拿起武器
打鬼子，保家卫国，1939年9月1
日陈同安入伍， 加入共产党领

导的游击队，那一年他才15岁。
转年， 游击队被收编到新

四军第三师七旅十九团，从此，
他拿起枪走上战场， 开始了与
敌人的正义之战。

抢回轰炸日本的美军飞机
参军后， 陈同安担任部队

的爆破手， 战斗中他的任务是
埋地雷和安放炸药包。“往敌人
碉堡上送炸药包得迎着敌人飞
梭般的子弹向碉堡靠近， 在敌
人疯狂的扫射中寻找弹道的空
隙向前进。 ”陈老说，埋地雷不
是难干的活儿， 可安放炸药包
是随时可能牺牲的艰巨任务，
好多战友都倒在了爆破的路
上，即便任务危险艰巨，随时面
临死亡， 但他们每个人都十分
坚毅。 每次完成爆破任务后，心
里都特别的痛快。

有一天， 他和战友们在津
浦路边伏击敌人， 一辆敌方的
装甲车开了过来， 连长向陈同

安下达了炸掉装甲车的命令。
当装甲车靠近时， 陈同安夹紧
了腋下的炸药包， 疾步窜上公
路， 把炸药包放到装甲车正在
滚动着的履带上， 炸药包爆炸
了，装甲车被炸翻了，车上的敌
人一个没剩全部报销！

1940年至1943年， 陈同安
随部队在上海、江苏、安徽等地
打游击战， 其间炸毁多个日军
炮楼， 与战友一同消灭日伪军
200余人。 1945年8月15日日军
无条件投降以后， 新四军三师
奉命于9月28日从淮阴出发北
上，奔赴东北解放的战场。 陈同
安告诉记者， 他在参加解放战
争中与战友们配合作战， 曾在
公路上接连炸毁了敌人十三辆
坦克车，把敌军围堵在公路上，
在我军强大的火力压制下，敌
人不得不投降。 因为炸掉了敌
人十三辆坦克车， 他们集体荣
立了大功一次。

令陈同安印象最深刻的一
次战斗是在江苏海门抢救一架
美军飞机。“该飞机是美国飞往
日本广岛执行投放原子弹任务
的。 飞机被日军攻击后一直在
漏油，在海门附近迫降时，我们
100多名战士冲过去与日本人
生死搏斗，最终抢回美军飞机，
救回19名美国飞行员和1名翻
译。 ”陈同安说，随后飞机被三
艘轮船拉走， 被救人员被送往
延安。

多次受伤庆幸顽强活下来
1945年9月末新四军从南

方途经山海关进入东北， 到东
北时已是冰封大地的冬季，在
吉林丰满过松花江时的情景至

今让陈同安难忘。“敌人为阻止
我军行进，突然开闸放水，好多
战士都溺死在冬季冰冷的江水
中。 我一米八十多，水已经淹到
了脖子了，好多战友都淹死在江
中，我是拽着一匹战马的尾巴才
过了江。”陈同安说，上岸后的他
们立即投入战斗，官兵们都冻成
了冰棍，部队只好在阵地后方拢
起大火，战士们轮流烤衣服。 一
天一夜才烤干了衣服的外面，而
里面依然是湿的。

陈同安曾四次负伤。 在与
日军作战中， 他被敌人的刺刀
捅伤了肠子， 至今右腹部还留
有刀伤。 在著名的黑山阻击战
中，他的左手拇指被打断，左腿
贯通伤， 还有一次是鼻子被子
弹打穿了，好在没有伤到骨头。

“能为国而战，我感到很快
乐， 也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生
死。 ”陈同安说，那句“人固有一
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一直感染着他。“就算战死沙
场，我也算是重于泰山了。 ”战
争之余， 陈同安喜欢用文字记
录心情， 排解战争带来的压力
和伤痛。 1961年，他手写了一本
革命回忆录， 里面60余篇文章
记录了他的战争心路历程。

把几枚勋章视为珍宝
陈同安在战役中表现突

出,立过两次大功、三次小功，
是一名名副其实的英雄老兵。

他抗日的事迹还上过前线
报 。“我最珍爱的是这枚八角的
勋章，只有坚持了抗日战争的战
士才能得到。 ”多年来，老人一直
把这几枚勋章视为珍宝。

回忆战争年代往事，涌现出

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他们以
生命谱写了人民军队气壮山河
的史诗篇章，他们的精神将是子
孙后代永远的宝贵财富。

如今的陈同安在女儿的照
顾下安度晚年， 虽已至耄耋之
年， 但老人家依旧精神矍铄，说
起话来逻辑清晰。女儿陈东亚表
示：“父亲在我心中是真正的英
雄，他坚毅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们
后辈。 没有他们这些老革命，也
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和平生活。 ”

陈老至今还保持军人的习
惯， 把被子板板整整地叠放在
床边。 床头上挂着国旗和党旗，
家中堆满了陈老两次去北京参
加完阅兵式带回来的奖章、纪
念品和相册。“当年和我一起战
场杀敌的战友们都牺牲了，只
有我有幸看到了祖国的富强，
我非常的幸运。 ”说起今天的好
日子，陈老很高兴。

临别前，陈老唱起了一首
七十多年前的歌曲 《爆破手
之歌》：大炮在吼，机枪在叫，
人民的爆破手准备好， 带上
手榴弹，背好炸药包，冲过火
网， 机动沉着， 让武器的爆
炸，炸毁敌人的铁丝网。 爆破
手开辟前进道路， 突击队冲
锋逞英豪。 看，烽火过后，敌
人胆寒， 轰隆一声， 地动山
摇， 人民的爆破手为人民立
功劳、立功劳……

记者手记：“为大我、舍小
我”陈同安字正腔圆演唱，震撼
我心， 他的精神将永远鼓舞着
国人不忘国耻，奋发向上，捍卫
和平，实现梦想。

/赵建龙 记者 李娜 报道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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