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军吧，兄弟
王宝强喊你去当兵

� � 征兵海报，是最
让人心潮澎湃的广

告片。 尤其是近年来
的征兵海报，泥水迸
溅 、烟雾缭绕 ，铮铮
铁骨的男儿汉，适龄
青年看后热血沸腾、
向往不已。 而近几年
邢台军分区推出的

王宝强系列征兵海

报， 大打明星牌，让
参军报国成为一种

社会时尚。

本报记者 麻国栋

通讯员 刘派

“许三多”登上邢台征兵海报
王宝强上了征兵宣传海报！ 2010

年 10 月 27 日，8 千张印有王宝强形象
的“好男儿，当兵去！ ”征兵宣传海报遍
布邢台市大街小巷，引起了社会各界广
泛关注。

在凤凰城居民社区，亮丽的海报引
得进出社区的居民驻足观看，更吸引来
一拨拨青年学生。“王宝强给了我报名
参军的勇气和信心！”刚满 18周岁的女
青年王思语坦言，由于缺乏自信，她几
次走进征兵登记室却又退缩了。偶像王
宝强为人可靠，他的成长经历就像《士
兵突击》里许三多修的那条路，每一步

都浸透着自己的辛勤汗水，“不抛弃、不
放弃”的精神很值得现代年轻人借鉴学
习，因而他的代言也同样“值得信任”。

通过聘请社会公众人物助阵征兵
宣传， 在邢台市征兵工作中是第一次。
“在全国也是较早的， 上百家媒体报道
这件事，其它地方开始相继学习邢台的
做法，邀请明星为征兵工作代言。”邢台
一位征兵工作人员说。

邢台军分区领导说，王宝强作为青
年影视演员，在广大青年中具有很大的
影响力，他在主演的《士兵突击》、《为了
新中国前进》等影视剧中表现出来的执

著、进取、奉献精神，都给社会各个年龄
阶层的民众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征
兵宣传海报注入明星元素， 对于激
发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热情， 增强
公民国防观念是一次新的尝试和探
索。 ”

“这一宣传效果很好。 ”征兵宣传海
报以平民化视角拉近了明星与广大适
龄青年的心理距离， 给人以向上的
启迪和激励。“海报贴出后，征兵咨
询电话较往年明显增多， 无论是大
学生还是社会青年报名参军的热情进
一步高涨。 ”

今年征兵主题：参军吧，兄弟
2010 年之后，邢台一直以王宝强为征

兵宣传代言人。 王宝强表示，关注国防，热
心公益事业责无旁贷， 因此助阵征兵并不
收取任何费用。

在 2010年那幅征兵宣传海报中，画面
为一身迷彩装束的王宝强，单拳紧握，形象
憨厚质朴，阳光纯真；一行“好男儿，当兵
去! ”鲜红的宣传词格外醒目。

“王宝强所在的公司提供了照片，我们
制作成海报、车贴、广告牌、宣传页。 ”邢台
军分区政治部有关同志说，此后的几年，海
报没有大变化，但宣传方式一直在变，王宝
强邀请大家当兵的车贴、 广告牌等先后出

现在街头。
2014年、2015年， 邢台征兵海报进行

了改版，但仍是以王宝强为主角。
记者看到，2014 年海报中， 王宝强以

一身迷彩服出现，一幅硬汉装扮，宣传主题
为“集结号”，号召“邢襄好儿郎，强军固国
防”。

2015 年海报中，王宝强服饰装扮没有
大变化， 但宣传主题变为了更吸引年轻人
注意力的“参军吧，兄弟”。

好的宣传，带来好的工作效果。 截至 7
月 6日， 邢台市已有 46178人网上应征报
名入伍，人数领跑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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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 2015 年
征兵海报

一名私家车主正在张贴征兵宣传条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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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下一个海报主角就是你
� � 在新时代的中国， 兵役制度改为义务
兵役制与志愿兵役制度相结合， 征兵宣传
开始日益受到重视。

2004 年 10 月 16 日，以卡通形象军军
和红红为主角的《国防小卫士》 动画片放
映， 这是我国首次以动画形式进行征兵宣
传和国防教育。

2010 年 11 月 4 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开始在中国之声栏目首次试播征兵宣传
公益广告， 反映了参军入伍是对祖国的奉
献，对崇高人生价值的追求。

2010 年，邢台征兵宣传以王宝强为主
角，是全国较早打明星牌的地区。

邢台的征兵宣传以王宝强为主角，大
打明星牌，其它地方呢？记者搜集了相关资
料得知，尽管不同时期主题不同，但帅气、

震撼，一直是征兵海报的特色。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短信、

微博等新形势的征兵广告也越来越普遍。
在征兵宣传广告（海报）、视频中，“阅兵”是
最常见的主题，“国旗”、“军旗” 的画面，也
常常出现。近年来，“救灾”、“特训”等画面，
开始出现在海报中， 体现着人民军队为人
民的价值取向。

近日，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国防部征兵
办、 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
导中心、全国征兵网，联合发布了一组征兵
海报。 海报中，有阅兵时的整齐威武，有丰
富多彩的军营生活，有训练时的激情飞扬，
不少年轻人看到后大呼“帅呆了”。

如果你心动了，就快快来参军吧，说不
定，今后的征兵海报中，你就是主角了。

河北中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8 日取得邢台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发放的《邢台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预售项目名称：中湖美景小区 8#、11#、13# 楼，预售房屋
座落文苑路以西、泉南西大街以南、自由巷以东、团结西大街以北，预售证为邢房预售证第
2015029号。 根据邢台市人民政府令第[2014]第 5号《邢台市商品房预售款监管办法》规定，现
该项目已于 2015年 7月 29日预设立了商品房预售款监管账户，预售款已纳入邢台市住房保
障和房产管理局监管（注：该监管账户为预设账户，是邢台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推出的便企
利民新举措，方便购房户能在第一时间向监管账户缴存房款接受监管，保障购房安全）。

同时郑重提醒广大购房人，购买预售商品房时，请注意《办法》第十六条规定 承购人未将
预售款缴付监管账户或未在规定时间内备案的，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责任。 请广大市民在购
房时将定金、预付款、房价款（包括预售商品房按揭贷款）、保证金等各种购房款，直接打入监
管账户，以确保您缴存的购房款用于商品房项目工程建设，防范商品房交易风险，保障购房人
的合法权益。

现将开户银行、监管账户及账号通告如下：
预售款监管账户：河北中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资金监管开户银行：河北邢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预售款监管账号：071020122000210972

�������监督咨询电话：2255506、2255816
�������售房咨询电话：2633333

��������������������������������河北中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 8月 1日 �

通 告

灭失声明
彭耀珍名下机动车冀E0720，

车辆型号LZW6360BI1，车辆识
别 代 号
LZWNBCG1441079525， 发动
机号408318909F。 该车属于黄
标车，由于本人不了解机动车
注销登记的相关政策规定，已
将此车辆自行解体，因此产生
的一切纠纷和法律责任由本
人承担，同时该车车辆登记证
书、行驶证、牌照已丢失，现申
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告作废。

特此声明

声明
王伟伟不慎将邢台

市人才交流中心人事代
理合同丢失， 合同编号：
17310，声明作废。

灭失声明
冯占考名下机动车冀

EJU872， 车 辆 型 号 长 安
SC6350C， 车 辆 识 别 代 号
LS4BCB1D51A107393，发动机
号155B14319。此车为黄标车，
由于本人不了解机动车注销
登记的相关政策规定，已将此
车辆自行解体，因此产生的一
切纠纷和法律责任由本人承
担， 同时该车车辆登记证书、
行驶证、牌照已丢失，现申请
办理注销登记，公告作废。

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