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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刘 运 红 不 慎 将 冀

EG0038（黄色）号车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丢失，证
号为：130525100021，声明
作废。

声明
刘平江不慎将道路运

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丢
失 ， 资 格 证 号 为 ：
1305210020009002261， 声
明作废。

选对学校圆您营养师梦！
开课时间早，培训时

间长，课程可试听，无限
次听课， 考前画重点，只
为一次通过。
邢台唯一“二级营养师”

培训机构
瑞意荣成职业培训学校、
邢台营养学会联合招生
电话：3663308
���������15831919946
QQ：410978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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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现根据业务发展需要，诚聘以下岗位。 一经
录用，待遇从优。

诚 聘

联系人：胡女士 电话：0319-3085777
地址：邢台市桥东区开元路以东，团结路东大街以南。

财会类：
会计两名，条件要求：1、大专及以上学历；2、熟练电脑操作；3、思想积

极向上，认真踏实，有团队精神；4、有房地产会计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工程类：
预算员，条件要求：1、有相关从业经验三年及以上；2、有职业资

格证书者优先考虑。

邢台移动公司设备升级公告
尊敬的邢台移动客户您好：

为给您提供更加优质的通信服务，邢台移动公司将于 2015 年 7 月 27 日至 2015 年 8 月 15 日进行设备升
级（具体升级安排如下），届时将影响您的主被叫业务，短彩信收发业务，上网业务，请您提前做好通信应对准
备；同时请您避开升级时间通过网上营业厅、10086、24 小时自助缴费系统办理业务。 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
解。 感谢您的支持，欢迎您于升级结束后使用新网络进行服务体验。

升级时间：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
2015年 7月 24日

� � 老兵郝志诚， 回忆起自己与日军厮杀的场
景，仍情绪激动。他希望后人牢记历史，珍惜来之
不易的幸福生活。

郝志诚口述
伤兵流着血也不说疼

抗日战争过去很久了，可那时的我，是热血
沸腾。

1940 年我 12 岁， 组织上把我分到卫生部
门。战士们一个个胳膊、腿上流着血，嘴里硬是不
说个“疼”字，我心里清楚，他们心里头想的是前

方的战事。
什么是英雄？ 这就是英雄。 那时候，我就想，

自己也得当英雄，将来一定得去前线，把日本人
赶回去。

后来实行精兵简政，我没能留下来，心里挺
难受的。直到 1945 年，我再次参军，这一回，我到
了济南军区第四分区警卫营，随军到衡水抗日。

副营长两次受伤后牺牲了
1945 年上半年， 占领衡水的日军还没有投

降，我们五六月份到了衡水城外，准备攻下日军。
白天鬼子占着城，咱武器少又缺子弹，白天怕打
不赢，副司令给大伙说晚上攻下来。

那天晚上十点多， 副司令还有俩别的领导，
带着我们警卫营和两个独立团出发了。警卫营一
共才三百多人，要打日本人不容易，副司令长走
在最前面，对我们小声说：“靠边！ 猫下去腰！ ”别
看我岁数小，心里可明白着呢，他们这是爱兵啊，
是让我们靠边跟在后面。

开始打仗了，当时场面挺乱的，我只知道见
到日本兵就拼命打，到最后打死打伤多少，自己
也不清楚。 身边牺牲了多少战友，也数不清。

那一战打到凌晨两三点结束， 把鬼子打跑
了，战斗胜利了。但副营长牺牲了。副营长第一次
胳膊受伤，他忍着疼举着枪使劲往前冲，第二次
腿上也挨子弹了，还是没屈服，硬是坐在地上开
枪。 咱只有步枪、手枪、手榴弹，子弹只能打六七
十米远，日本他们武器厉害，副营长就这样打，一
直到最后牺牲。

那个场面，我亲眼目睹，啥时候回忆起来，满
脸都是泪呀。 副营长他惜兵爱兵，好好一个人就
这么牺牲了。

人物简介>>>
姓名：靳林祥
年龄：92 岁
身份：抗战老兵
巨鹿县塔堤村人，1938 年至 1948

年从军， 是 129 师 771 团的一名普通
战士。 15 岁参军，曾跟随部队在邯郸、
邢台、山东游击作战。

当兵时跟枪一样高
抗战时留下腿疾

人物简介>>>
姓名：郝志诚
年龄：87 岁
身份：抗战老兵
邢台南宫人。 1940 年和 1945 年先后

两次参加到队伍 ，1945 年 ，17 岁的郝志
诚随济南军区第四分区警卫营在衡水抗

日，获得民族独立奖章。

副营长受伤坚持作战
直到最后牺牲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教育部门将整治乱收费行为
� �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教育局
获悉，该局将对教育系统内“中小学
补课乱收费”等乱收费问题进行专项
治理。

这班那班不让乱办
市教育部门将把违规补课及其

乱收费问题纳入检查重点内容，组织
开展专项督查。

对于确需补课的高中毕业班级，
应以答疑、辅导等形式进行，不得违
规向学生收取费用。 中小学校、在职
教师是否组织或参与违规补课及其
乱收费， 将作为考核评优的重要内
容。

市教育部门将紧盯节假日等重

要时间节点， 加大对违规补课及
其乱收费行为的查处力度， 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严肃追究直接责
任和领导责任， 并进行公开实名
曝光。

这费那费不能乱收
班不能乱办，费也不能乱收。 市

教育部门表示，严禁各级各类学校代
收商业保险费、学校收取午休管理费
（看护费），以及严禁学校在军训期间
向学生收取军训费、住宿费、交通费、
照相费等费用。

礼品礼金也不能收。 将开展教师
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治理，引导
广大干部教师坚决抵制收受礼品礼

金、接受宴请等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
正当利益的行为。

教辅收费将规范。 全面完成对中
小学各学段教辅材料的评议推荐工
作，实现“一科一辅”政策全面落地。
并严禁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违规干
预、插手教辅材料评议推荐和选用工
作。

针对高校收费问题， 教育部门
称，高校学费标准应严格按照不高于
生均培养成本 25%核定。 并通过多种
方式公示教育收费具体项目和标准，
确保学生的知情权，广泛接受社会监
督。

（本报记者 靳普

通讯员 时彦怀 王峰）

“百家媒体走基层”活动启动
本市组织记者
走进残疾人家庭
� � 本报讯 眼睛和腿部残疾的
曹文生， 接过市残联工作人员送
去的米面油，连声道谢。 近日，中
国残联组织开展的“百家媒体走
基层”活动启动，市残联、市新闻
工作者协会组织市直媒体于昨日
走进残疾人家庭， 并给他们送去
米面油等慰问品。

皇寺镇苏村曹文生的家，门
口是自制的木门， 早已生锈破
烂。 曹文生曾经在县水泥厂打
工，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 80
多岁的老母亲，下有 12 岁的女
儿， 以前身体再不舒服也咬牙坚

持，现在不行了。 ”曹文生说，现
在家里仅靠妻子捡破烂勉强维
持， 一个月大约只有两三百的
收入。

市、 县残联和当地干部了解
情况后，帮他申请残疾证和低保，
并提供给他一些简单的工作。

今后， 市残联和各媒体将结
合“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走转
改”活动，组织记者走进更多残疾
人家庭， 切实为残疾人办实事解
难题，建好残疾人之家，当好残疾
人之友。

（本报记者 甄癑琨）

� � 花白胡须、脸上布满皱纹的靳林祥缓缓
向记者讲述当年战斗的情景。 战争时留下的
腿疾，恰恰在见证当年的历史。

靳林祥口述
当兵时跟枪一样高

我 15 岁参军，那时候个子小，到了部队
发现枪和我一样高。 不过心里倒是一点也不
害怕，一心想着，要去参军打仗，把小鬼子打
跑，小鬼子走了，乡亲们才能不用提心吊胆
地过日子。

当年，我所在的团被大家称为“老大哥
团”，成立最早，本事过硬，敌人一听“老大哥
团”这名儿，都害怕。 那时候，我们都是打游

击战，先埋伏，等到有利时机再进攻。 有时，
一埋伏就是好几个小时，用豆秧把自己蒙起
来，也不敢动，怕被发现。

1939 年那次战斗，我印象挺深。 在巨鹿
县官厅镇凌石屯村， 我们准备了两天， 到 9
月 15 日 15 点左右， 终于等到了日本车队，
看着敌人一步步进了射程范围内， 突突突，
我们扣动扳机， 多发子弹呼啸着出了膛，鬼
子措手不及，有两个倒下了，也有的鬼子跳
车逃跑。 那天，缴获了一架重机枪，还有轻机
枪、火箭筒、步枪，甭提多开心了。

右腿被炮弹炸伤
几年里，大大小小的战斗，我经历了几

十次，哪一次都有伤亡，有的战友牺牲时就
在我眼前，后来还经常梦见他们，梦醒了都
是泪。

我活下来了， 身上也没少受伤，1941 年
那回最严重，在邯郸，鬼子冲我们扔炮弹，我
的右腿被炮弹炸伤。 后来坚持战斗，没好好
治疗，伤口一直没痊愈，落下腿病，走路一跛
一跛的，一到阴天下雨的时候，就腿疼。

背景资料：1939 年 9 月 15 日， 日军 80
多人乘 3 辆汽车， 从巨鹿县去新河县拉军
火。 八路军青纵 771 团埋伏在凌石屯村西公
路东侧进行伏击，经过约 40 分钟的激战，打
死日军 60 多人、俘虏 12 人；缴获手炮 3 门、
轻重机枪各一挺，步枪 60 余支，手枪一把，
子弹约 20 箱；3 辆汽车全部打毁。 这次伏击
战的情况，新华社进行了报道。

（据《邢台大事记》）

我的抗战记忆
邢台抗战亲历者口述

� � “我的抗战记忆”线索征集活动继续进行。 如果您本人或者您家中及您所认识的人当中，有
在邢台亲历抗日战争的人士，请向我们推荐采访；如果您家中深藏着一段抗战记忆、老匣子里装
有泛黄的抗战文物和照片等，请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3129922；电子邮箱：ncwbxwb@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