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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纪念章中，解放西北纪
念章是最有故事的一枚，这是与杜
彩雯相守六十载的丈夫魏同欣获得
的，不仅见证一个旧世界的覆灭、一
个新世界的诞生，也见证了他们在
烈火硝烟中诞生的爱情。

纪念章中心为西北地图，上部
为飘扬的五星红旗，下部有“解放西
北纪念章”和“西北军政委员会颁”
铭文。铜质镀金、珐琅红、白彩。纪
念章被杜彩雯精心收藏、时时拂拭，
不落一丝灰尘。

“打太原时，他是炮兵，我做后
勤工作，从文工团借调当护士给伤
员包扎。”

抚摸着这枚锃亮的勋章，杜彩
雯老人的讲述掀开历史长河的一
角，言语变得铿锵，眼神里迸发出别
样的光彩。

时光随着老人的讲述回到1949
年 4月解放太原战斗打响的那一
刻。魏同欣指挥的炮兵营和东北野
战军炮兵一师协同作战。4月24日
5时30分，随着一颗颗红色信号弹撕
裂拂晓前的夜空，解放军攻城部队
1300余门大炮齐声怒吼，向太原城
墙猛烈进攻。上午10时，经过4个
半小时的激烈战斗，太原宣告解放。

而在战场的一隅，时任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一军
三师宣传队班长的杜彩雯也随着部
队上前线，17岁的她担任临时卫生
员，抬担架、抢救伤员，奔波在战地
上。杜彩雯的母亲担心女儿安危，
坐着马车赶到太原。大战过后的太
原城满目疮痍，母亲劝杜彩雯：“孩
子，跟妈妈回家吧，女孩子家别在外
打打杀杀了！”

杜彩雯断然拒绝：“妈，别担心
我，等全国解放我就回家陪你。”

挥别母亲，杜彩雯回到宣传队
排练话剧《刘胡兰》，饰演刘胡兰的
二大娘。宣传队在晋祠大舞台演
出，配合部队整训，鼓舞士气。正是
这次演出，让两位从未谋面的英雄
第一次相识。

“庆功会（演出）时认识他的，他
上台领奖，一看就觉得他人好，非常
忠厚、老实。”回忆起初见魏同欣的
那一刻，杜彩雯老人的目光变得柔
和起来。

“我和他接触几次，就发现他人
好、本分，对我也确实好，我看了他
的档案，看他怎么领导、怎么打仗，
再困难都没叫过苦，和我想象中的
共产党员一样……”

太原一役，魏同欣因失聪被评
为三级伤残。想到身边众多牺牲的
战友，他主动放弃伤残待遇，上交伤
残证，随部队进军西北，继续革命，

直到1949年9月整个西北全部回到
人民怀抱。作为参与西北解放战争
前线指挥员的魏同欣，被授予“解放
西北纪念章”。

1952年4月18日，6匹战马驮
着杜彩雯和送亲的战友来到部队西
宁驻地炮营礼堂，一场革命军人朴
实的婚礼，拉开她与魏同欣长达65
年相亲相爱、携手报国的序幕。

在魏家，和纪念章一起被精心
收藏的，还有一本仅有两个掌心大
小、半指厚的照片集。影集封皮已
经褪色、折皱，有些地方略显斑
驳。相册内页，白色衬纸下，一张

张老照片记录杜彩雯和魏同欣的
革命往事，以及这个家庭“尽忠报
国”的点滴。

1966年，已是上校军衔、担任
师政治部主任的魏同欣，结束29年
的军旅生涯，转业到当时第五机械
工业部（五机部）山西太原七四三厂
（国营晋西机器厂）工作。1970年
12月，已是十三级干部的魏同欣来
到南京，受命组建新五二八厂（国营
旭光仪器厂），并先后研制出“3.5米
陆岛通用潜望镜”等产品，为国防建
设作出新的贡献。

从战斗岁月到建设年代，魏同

欣家庭“尽忠报国”的革命思想，还
贯彻在对子女后辈的教育中。“我
跟他们讲要尽忠报国，要好好读
书、学习文化，做一个对国家有用
的人才。”

在尽忠报国的家风感召下，魏家
子女10人先后入伍。老大魏克俊，
退休时任南京军区指挥自动化站站
长，高级工程师，大校军衔；次子魏克
宁，参加过云南老山对越自卫反击
战，荣立三等功，在解放军理工大学
指挥自动化系院长任上退休，大校军
衔；女儿魏敬原本已考上部队文工
团，后来成为医学专家，科研成果曾
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到了孙辈，1999年，19岁的魏
伟也入了伍，成为一名通信兵。“他
初始怕当兵吃苦，叔叔做了他三天
思想工作，去了军校，当了兵。回来
整个变了样，学会了担责任，也终于
理解了他的父亲和爷爷。”魏克俊指
着照片集里儿子魏伟刚穿上军装时
的照片，不禁莞尔。

2014年，魏敬和丈夫吴正阳一
道重走父辈的英雄路，子弹的呼啸
声、炮弹的爆炸声似乎又在他们耳
畔回响，革命道路筚路蓝缕、艰苦奋
斗的情景仿佛仍在眼前。

2016年，魏家子女帮助父母将
革命记忆化作《岁月无痕——魏同
欣风雨百年革命回忆录》。“父亲写
作这部回忆录的本意十分明确，就
是以此来祭奠那些为国捐躯的先
烈，并用它来教育子孙，启迪后人。”
魏克俊说着眼里噙满泪水。

2018年7月，魏同欣去世半年
之后，魏克俊带着孙子魏宇泽重走
英雄路，一行人途经郑州、太原、西
柏坡、微山湖及台儿庄，感受“老区
情怀”，饮水思源，将“红色基因”融
入血脉。

“孩子，你们生在一个军人家
庭，要肩负起自己的职责，要珍惜当
下的幸福生活，要勤俭节约、和睦团
结。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本。”这是革
命战士魏同欣、杜彩雯夫妇对子孙
后辈的要求，也应该是对当下年轻
人的要求——有社会担当，不畏艰
苦，尽忠报国！

岁月无痕，革命薪火永流传。
本报实习生 葛佳铭
本报记者 徐 宁
配图：葛佳铭摄

从西北到江南，从战争年代到建设岁月——

一枚纪念章，
闪耀三代报国情

华北纪念章、解放西北纪念章、三级独立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家住南京

市秦淮区旭光里的老文艺兵杜彩雯，至今仍珍藏着这些纪念革命岁月的功勋章，

并视若珍宝。功勋章上印着红星、刻着旗帜，六七十年过去，依旧明光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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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同欣所获勋章

魏同欣与杜彩雯合影

本报讯 20日，南京市第十六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南京
市政府作了关于《南京市养老服务条
例（草案）》的起草说明，拟将“喘息服
务”“家庭养老床位”等南京特色做法
写入地方立法。

南京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提
交的《关于南京市养老服务的调查与
思考》显示，到去年末，南京60岁及
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占户籍总人口
21.07%，80岁以上占总人口3.2%，
平均不到5个人中就有一个老人。
剔除在校大学生及驻宁部队等因素，
实际人口老龄化率达24%，老龄人
口以每年4万左右的速度增加。南
京此次立法，就是要从法治层面解决
养老服务领域政策依据效力不高、法
律执行不到位问题。针对百姓最为

关注的“居家养老，失能、失智、高龄
老人困住子女怎么办”等问题，南京
拟采取“喘息服务制度”，对长期需要
由家属居家照护的失智、失能老年
人，要求所在地民政行政主管部门，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安排老年
人短期入住养老机构或者由居家和
社区养老服务组织上门照护。

条例（草案）还拟规定，鼓励养老
机构或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组织，按
照养老机构服务内容和标准，在失
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家中，设置家
庭养老床位，安装必要的呼叫应答、
信息传输和服务监控监督等设备，提
供规范化、专业化养老服务。据了
解，这项家庭养老与机构养老相结合
的方式，属全国首创。

（肖利民 俞景辉 仇惠栋）

南京拟制定养老服务条例

“家庭养老床位”写入地方立法

20日开幕的南京市第十六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南京市
社会信用条例（草案）》提交大会初次
审议。该草案将酒驾、高铁“霸座”、
学术不端、医闹等行为纳入信用管理
范畴，还拟将亵渎英烈等行为纳入联
合信用惩戒。

南京是国内较早开展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的城市之一，2017年就成
为首批国家信用建设示范城市。联
合奖惩的信用监管机制，在南京行政
审批、市场监管等领域已有广泛应
用，“南京市民诚信卡”等已成品牌工
程，其经验在全国多地推广。但是，
南京整体信用体系建设发展还很不
平衡。此前，一项发出3000多份问
卷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南京有63%
的受访者希望加快信用立法工作。

今年初，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将
“南京市社会信用条例”列入2019年
立法项目，南京社会信用地方立法迅
速启动。本月20日，条例草案提交南
京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进行初次审议。

条例草案对自然人失信信息情

形进行了列举，包括学术不端、医闹、
“霸座”、逃票等社会热点问题；相较
此前面向社会征求意见的内容，还增
加骗保等情形，将“酒后驾驶等危害
公共安全的信息”等纳入失信信息。

有以上行为者，将被纳入失信
主体。行为更恶劣的话，将被纳入
严重失信主体。严重失信行为有六
种，其中关于亵渎英烈的行为尤为
值得注意。草案提出，将亵渎英烈，
损害国家和民族尊严、伤害人民感
情等严重不文明行为纳入联合信用
惩戒。

去年底实施的《南京市国家公祭
保障条例》已对崇拜日本军国主义等
行为划定“法律红线”，此次立法如果
获得通过，将再次明确严惩损害国家
和民族尊严、伤害人民感情的行为的
导向。

信用良好，开办企业、申请补助
将一路畅通；入了失信“黑名单”，有
可能举步维艰。

记者注意到，草案专设“社会信
用应用”一章，拟建立跨地区、跨行

业、跨领域的社会信用联合奖惩机
制。如果严重失信，可能将被限制进
入相关市场、相关行业、相关任职资
格，限制出境、限制乘坐飞机、乘坐高
等级列车和席次、限制购买不动产以
及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规定的高消费。

对守信主体也有激励措施，如市
场主体创新创业过程中给予经费支
持、孵化培育，申请办理证照过程中
适用告知承诺、容缺受理等制度。

失信有可能是不小心，而草案也
明确对失信行为的惩处并非“一刀
切”。一方面，草案提出建立轻微偶
发失信行为信用惩戒豁免制度，对

“初次发生且情节轻微，及时纠正的”
“没有造成社会危害后果和较大风险
的”等情形免予实施惩戒。但这样的
信用主体将被相关部门列入重点关
注名单，督促其履责纠错、依法开展
活动，在一年“观察期”内，未再发生
失信行为可退出重点关注名单。另
一方面，信用也有修复机会。草案明
确，在失信信息查询期限内，信用主
体依法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利影响

的，可向公共信用信息提供单位提出
社会信用修复申请。

个人信息泄露是社会热点问
题。草案规定，社会信用信息的归集
和采集，不得侵犯国家秘密、商业秘
密、个人隐私。如信用服务机构擅自
采集、买卖、传播社会信用信息或者
出具虚假信用评级评价报告的，将由
主管部门进行处罚。

草案呼应长三角、南京都市圈
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明确区域社
会信用建设合作工作路径。南京拟
积极参与长三角地区社会信用合作
示范区建设，开展合作交流，推动形
成相对统一的区域信用制度框架体
系。同时，南京将会同都市圈城市
建立协作机制，推进信用制度共建、
信用平台共联、信用信息共享、信用
产品共用，开展南京都市圈信用评
价标准、评价结果互认和跨区域信
用联合奖惩。

草案如果获得通过，南京将因此
成为全国第九个为信用立法的城市。

本报记者 陈月飞

南京社会信用条例草案接受审议，部分内容引关注：

将亵渎英烈纳入严重失信行为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日前在新
闻发布会上强调，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要始终坚持依法依规和合理适度，防
止信用机制被泛化、滥用。这番表态，
给一些地方滥用征信体系、搞“黑名单”
扩大化等不良倾向踩了刹车。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信用体系
建设，初步构建起“一处失信、处处受
限”的信用惩戒大格局，对提升公民
诚信意识、优化营商环境起到了积极
作用。比如，将恶意欠薪的企业主纳
入“黑名单”，让企业主遇到“硬约
束”、不敢轻易恶意欠薪，从而有力维
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黑名单”
也不可泛化、扩大化。有这样一组数
据：今年 1 月份，新增失信联合惩戒
主体为 19.53 万个，到了 7 月则大幅
增至63.92万个。这一数据增长如此
之快，有执行力度加大的原因，恐怕
个中也有“黑名单”泛化因素的影响。

比如，有的地方将骑车闯红灯者
纳入失信“黑名单”，显然，这是把违
法行为当失信行为来看。违法算不
算失信？从大的方面看，似乎也能说
得通，但“失信”与“违法”毕竟属于两
个范畴，在很多地方不能混为一谈。
又如，有的地方将“频繁跳槽”也纳入
个人信用不良记录。可跳不跳槽更
多出于个人权利与选择，跳几次槽才
算“频繁”？把频繁跳槽纳入个人征
信记录，会不会让人感觉“管得太
宽”？这些现象告诉我们，实行征信

“黑名单”制度，在“黑名单”的认定
上，一定要讲科学、讲规矩、讲法治，
要实事求是、尊重实际，不能随意扩
大、任意泛化。

“黑名单”是信用体系建设中一
项颇具威慑力的制度，应当充分保持
其严肃性，不能把它当作啥都能装的

“大箩筐”。信用惩戒体系被滥用，反
映出有的地方在作风、能力和法治思
维方面还有所欠缺。遇到问题不是
花力气找准原因、查准病灶、拿出办
法，而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搭征信体
系建设的“便车”，这实质上是一种懒
政思维，是作风不严不实的表现。对
哪些情况可以纳入“黑名单”、哪些行
为算失信行为，有关部门应该作出严
格规定、划定明确界限。相关部门和
地方通过深入研究、加强学习，切实
强化法治思维和规则意识，真正“吃
透”政策，防止对失信惩戒相关规定
进行过度解读，进而出台一些“土政
策”任性加码。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需久久为功，
不可操之过急。我们既要持续推进
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为制度“做加
法”，也要倾听群众呼声，对不合理的

“黑名单”认定做减法。一些地方和
部门应不断强化对信用体系建设的
认识，在对失信的认定、惩戒及其解
除、救济全过程中体现出良好的法治
精神和群众意识，理性看待合理运用

“黑名单”，切实为诚信社会建设作出
应有贡献。

别让“黑名单”
成为“大箩筐”

袁 媛

▶上接1版 归根结底都要落到项
目上。变中求稳要有“进”的信心，既
要做好淘汰整治的“减法”，更要多做
高质量项目建设的“加法”。从抓机
遇的角度看，再多的战略机遇交汇叠
加，如果不落到项目上，都是一句空
话。要从为江苏未来发展打基础、强
后劲的高度，推动重大项目接续不
断、新增长点持续涌现，在新一轮竞
争中抢占制高点、把握主动权。

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必须集聚资
源、形成合力。省领导挂钩联系重大
项目，体现了发展是第一要务、高质
量发展要以高质量项目作为支撑的
重要导向。在这个导向指引下，必须
集聚全省资源要素，增强服务项目的
积极性主动性。越是体量大、牵引作
用强的项目，越有一堆堆难题是企业
自身无力突破的，越需要有关部门高
位协调、高效服务。省领导挂钩联系
的重大项目，大部分都是与转型升级
密切相关的项目，是打基础、利长远
的项目，体现着高质量发展的导向。
对于符合国家政策、有足够“含金量”

“含新量”“含绿量”的重大产业项目，
对于江苏发展急需的重大基础设施

项目，要创造良好条件，理直气壮地
给予支持。要形成在项目建设中历
练干部的导向，把项目建设作为干部
实践成长的重要阵地、作为运用“三
项机制”的重要领域、作为提升干部
能力水平的重要战场。

抓重大项目建设，提振的是信
心，凝聚的是力量，赢得的是未来。
抓重大项目建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落到实处的具体
行动。建立省领导挂钩联系重大项
目制度，意在通过省领导带头改进工
作作风、切实强化责任担当，推动各
级干部在服务企业、服务项目、服务
基层中践行初心使命。要雷厉风行，
立说立行，坚持重大事项不过夜，能
解决的马上解决，对难度大的要明确
责任人、列出进度表、拿出路线图。
要保持抓重大项目的定力和韧劲，一
个环节一个环节地盯，一个清单一个
清单地对账销号，不达目标绝不收
兵。要善于用改革创新的办法解决
问题，为项目建设搬走“拦路石”，以
推进高质量重大项目建设的成效，淬
炼江苏高质量发展的成色。

本报讯 为规范我省河湖管理、
保护、治理、开发行为，维护河湖生态
健康，省水利厅日前印发《关于开展
全省河湖保护规划编制的通知》。

《通知》要求全省范围内河道、湖
泊全面开展保护规划编制，其中省级
主要负责重点流域性河道及省管湖泊
的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其他河湖编制
责任主体按照管理权限确定。各级水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分级管理权
限，会同同级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生
态环境等部门编制河湖保护规划。河
湖保护规划编制完成后，报本级人民

政府批准，向社会公布。河湖管理范
围线数据应提交自然资源部门作为国
土空间规划的重要支撑。全省按照
2020年底基本完成河湖规划编制的
要求抓紧启动河道、湖泊保护规划编
制，力争2020年底获同级政府批准。
《通知》要求，划定河湖管理与保护范
围、强化河湖功能保护、突出河湖水域
岸线保护、加强河湖范围内重要基础
设施保护、突出河湖空间管控等五方
面内容。各市要切实加强规划组织领
导，及时足额落实经费，加强指导和培
训，严格督导考核。 （吴 琼）

我省全面开展
河湖保护规划编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