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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的人咱咱

◆◆◆◆原连线中中

“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员，首先，这个案子根
本不该上法庭，因为控方的一切证据经不起被告
方面的详细盘诘，控方的主要证据不过是莫名其
妙的理由以及被告的认罪状……”武警郑州市支队
模拟法庭现场座无虚席，郑州中队战士小田当起法
官有板有眼。吴君的“活动模拟法庭”让战士扮演
法官、律师、嫌疑人，把一个生动鲜明的法庭现场
的情景搬上了法纪教育课堂。

吴君是武警郑州市支队保卫干事，郑州市支
队唯一的一名法学专业硕士，她精通法律业务，
入伍不到两年，走遍了全部基层中队，处理家庭
涉法问题28起，处理跨区协作案件7起，解答官
兵涉法问题700余次，法律服务下基层走遍全部
基层中队，“活动模拟法庭”开庭20余次，制定下

发普法小册子2000余册。
刚到支队不久，吴君分配到保卫科工作，一

天晚上8点接到科长的电话：“七中队的一名江
苏籍战士小张的父亲车祸身亡，家人没有得到满
意的赔偿，该战士的思想极不稳定，支队决定成
立一个协调小组，让你参加，考虑到路途比较远，
又是一个姑娘诸多不便……”“我去！”还没等科长
说完，吴君斩钉截铁地打断了他的电话。吴君马
上打电话向小张了解情况，搜集相关法规，研究
案情。当晚就踏上了去江苏的列车。数天后，战
士小张接到吴君电话，满意的微笑挂上了眉梢。

十七中队的战士小赵，家庭计划生育超生，
按照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需要罚款。小赵兄妹
四人，母亲生病一直无法劳动，无法交清超生罚

款，当地政府现要用一批政府用地赔偿金进行抵
消，好不容易盼来的一笔“救命钱”，现今还要“打
水漂”，小赵得知此事心里不知如何是好。看着
政府执行日期将至，小赵给吴君打了个电话，吴
君得知详细情况，利用法律妥善解决了小赵家庭
涉法问题，合理地进行了赔偿。小赵的母亲带着哭
声打电话告诉吴君：“吴干事啊，我们家里的计划生
育问题终于解决了，你救了我们全家啊。”她回复
说：“是法律给我的权利，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作为一名女军人，我要发挥好女性亲切的
特征，主动走向基层战士，去发现战士的包袱，化
解包袱，使战士们放下担子安心工作，这是我义
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应该做的。”这，就是吴君
给自己的要求和定位。

消防兵
成了“校外辅导员”

本报讯（记者 王园园 通讯员
姜长江） 为全面加强各中小学校
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工作，2月 22日
至2月24日，尉氏县教育局主导开
展了学校消防安全“校外辅导员”
聘任活动，尉氏县消防大队近 20
人次被聘请担任学校消防安全工
作“校外辅导员”。

消防安全教育“校外辅导员”
主要以传授和传播消防知识为主，
从提高孩子们的消防意识和防灭
火能力入手，把消防知识教育纳入
学生素质教育范畴，构建具有消防
特色的校园文化，努力把学校建成
宣传消防知识的前沿阵地，达到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
响整个社会”的目的。

此举不仅有效提高了广大师
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
力，而且树立了消防部队良好形
象。消防官兵将队利用有利时机，
认真开展“校园消防安全大检查、
大培训、大教育”活动，让师生们更
多地去学习、了解、支持消防工作，
掌握必备的消防安全知识，打造和
谐家园。

开标会
缘何“炮声”四起

本报讯（记者 王园园 通讯员
梁太成）日前，武警河南总队焦作
支队一场开标会让竞标单位之间
相互开火，整个开标会“炮”声四
起，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根据支队建设规划，机
关车库建设和外墙漆涂刷两项工
程即将展开。施工单位的选择事
关工程建设质量，如何确定施工单
位成了摆在党委一班人面前的一
大考验。一位资质达不到要求的
建筑商参加投标报名后，找到了支
队长王守山，想在工程竞标上得到
照顾，王守山当即拒绝他的请求，
并在资格审查时将其淘汰出局。

通过层层筛选，支队最终确定
了 6 家实力较强的单位参与竞
标。让竞标单位没想到的是，开标
会上全体官兵通过电视会议系统
直播观看，整个会场的一举一动大
家尽收眼底。“你们只需要保证工
程质量，不需要考虑吃喝请送的开
支，我们部队不行这一套，工程质
量达到了要求，部队不会拖欠一分
钱，请尽可能压低报价。”开标会上
支队政委李书杰掷地有声的强调，
打消了竞标单位的一些顾虑。一
心想赚大钱的建筑商开始坐不住
了，矛头直接对向报价低的单位。
报价低的单位也主动邀请其他竞标
单位做工程监理，并保证质量不过
关不收一分钱。竞标单位互相挑刺
开火，大家争得面红耳赤。一家参
加外墙漆涂刷工程的投标人眼看
着利润空间变小，干脆弃权退场。

一场开标会“炮”声四起，火药
味十足。一家入围的建筑商如是
说：“这种招标法真是太绝了，不用
你们压价，投标人自己互相开火压
价了，想赚你们武警的钱真是比登
天还难！”

近日，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
说，中方对日本保有武
器级核材料表示严重关
切。

在记者会上，有人
问：据报道，从 2010 年
华盛顿核安全峰会开
始，美政府即要求日本
归还冷战时期向日方提
供 的 331 公 斤 武 器 级

钚。该批钚现存于日本原子能开发机
构，分量足以制造40至50件核武器。日
本在美方反复要求下已被迫妥协，美方
希望在今年3月荷兰核安全峰会前达成
协议。另有报道称，日本还存储了约44
吨的反应堆级钚。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报
道。“中方一贯高度重视核扩散风险及核
材料安全问题对地区安全的潜在危害，对
日本保有武器级核材料表示严重关切。”

她说，中方认为，日本作为《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应严格遵守核不
扩散及核安全国际义务。国际原子能
机构颁布的《钚材料管理导则》要求各
国尽量做到核材料的供需平衡。

华春莹表示，目前，日本在其境内
大量存储核材料，包括武器级核材料，
一是事关核材料的安全和核不扩散风
险问题；二是带来供需严重失衡问题。

“我们敦促日本以对国际安全负责
任的态度，切实遵守核不扩散义务，尽
快归还上述武器级核材料。我
们也敦促日本，采取
切实措施，向国际社
会说明日本打算如
何按照国际原子能
机构的要求，尽早解
决其境内的核材料
供需严重失衡的问
题。”华春莹说。

在平凡中彰显美丽

年
世界战斗机

排行榜

记者 王园园
通讯员 刘强 王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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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2“猛禽”美国
2013年间，F-22“猛禽”作为第

一款四代战斗机，仍然以不变应万
变，继续保持世界领先的地位。

F-35“闪电II”美国
2013年12月13日，美国洛·马公

司庆祝第100架F-35战机下线交付。
在尚未完成定型的情况下，F-35已投
产上百架，在飞机历史上非常罕见。

“阵风”法国
2011年4月，印度宣布法国“阵

风”战斗机赢得104亿美元大订单。
然而两年多过去了，126架“阵风”战
斗机的生产合同仍未正式签署。

EF-2000“台风”欧洲
2013 年是欧洲“台风”战斗机

生产进度的一个重要年份。然而，
其升级工作，却受到电扫有源相控
阵雷达开发的严重影响。

苏-35S“超级侧卫”俄罗斯
苏-35S多用途战斗机是苏-27

歼击机的深度改进型。2013年俄售
华 24架苏-35S战斗机合同的金额
超过15亿美元，销售价格创新高。

F-15改“先进攻击鹰”美国
2013年 6月，韩国启动建国以

来最大规模的装备采购计划的招
标工作，但韩国最终决定选择具有
隐身功能的 F-35A 而没有选择
F-15SE。

F/A-18E/F“超级大黄蜂”
美国

2013年里，巴西新型战斗机竞
标成为各路军火巨头的焦点，然而
结果却出乎意料。呼声甚高的“超
级大黄蜂”被瑞典的“鹰狮”掀翻。

歼-10B 中国
2013 年年底，中国歼-10B 量

产型号在网络上现身，标志着这款
改 进 型 三 代 机 基 本 完 成 研 制 ，
歼-10B将是当前中国现役最先进
的战斗机。

JAS-39“鹰狮”瑞典
2013年底，巴西宣布，一直不被

看好的瑞典萨伯公司的 JAS-39“鹰
狮”打败“阵风”和“超级大黄蜂”，赢
得巴西F-X2战机项目。

F-16改“先进隼”美国
2013年 5月，洛·马公司宣称，

F-16生产线关闭的时间将继续后
推。根据其现有订单，足够使该生
产线至少维持到2017年。

>>表态

敦促日坚持“无核三原则”

针对日本外相有关发生紧急状
况时不反对美国将核武器运进日本
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
希望日本政府继续坚持“无核三原
则”，维护本地区和平与稳定。

“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
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三项原则
最早于1967年12月由当时的日本首
相佐藤荣作在国会答辩中提出，日
本国会 1971 年通过决议将其规定
为日本的国策。

>>解读

1克钚可致死1万至10万人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研究员
诸旭辉介绍，钚是一种极其危险的
材料，一旦变成气溶胶被人体吸收
后，将会造成严重危害。1 克钚变
成气溶胶可致死 1 万至 10 万人。
这样危险的核材料一旦落入恐怖
分子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诸旭辉说，国际原子能机构要
求各国做到核材料供需平衡，“然
而这些年日本钚材料总量一直在
不断增加，日本早已将当初的承诺
抛到了脑后”。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
星说，日本不缺资金、技术先进、境
内也有核电站，从核电站到核武
器，实质上没有那么多的技术壁
垒。近年来，日本还从欧洲买了很
多核电站废料，说是用于发电、研
究等和平目的，但实际上到底做何
用途，关键还得取决于日本的国家

核政策。
(据《京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