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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八一” 致敬最美退役军人

最美退役军人风采录

俞连富
服役时间：1991年12月入伍，2013

年4月退役。
工作单位：区审计局
主要事迹：俞连富现任富阳区审

计局四级调研员，也是一名优秀的共
产党员，从军22年，他苦练军事本领、
严守部队纪律、认真履职尽责，曾带领
部队出色完成了汶川抗震救灾、两广
海关缉私和抗洪抢险等各类急难险重
任务。被全师树为军事训练标兵、优
秀基层和优秀机关干部标兵、优秀党
员，荣立三等功2次，受嘉奖多次。

转业以后，他在新的工作岗位上
敬业奉献、尽职尽责，业余时间全身心
地投入到关心关爱孤寡老人和留守儿
童等各类志愿活动。2017 年至 2019
年，他连续3年被区益路同行公益服务
中心评为“最美志愿者”；2019年，荣获

“富阳区2019年度优秀党员志愿者”称
号。

应鑫
服役时间：1991 年 12 月 入 伍 ，

2008年1月退役。
工作单位：公安富阳分局城东派

出所
主要事迹：应鑫于 2008 年 1 月退

役后，转业至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分局，
现为城东派出所勤务指挥民警，是大
家公认的多面手。他既能解决辖区内
家长里短的纠纷，做好“和事佬”、“老
娘舅”，又能在重大案件面前临危不
惧、沉着冷静，拥有快速处置警情的能
力，充分履行了“保一方平安、护一方
发展”的职责使命，得到了社区干部群
众的一致好评。

从警13年，应鑫完成了从军人到
警察的角色转换，始终保持退伍不褪
色的优良传统，先后获个人三等功、在
G20安保期间被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
分局记个人嘉奖 1 次、杭州市公安局

“实干亲民型”民警等荣誉。

俞炳海
服役时间：1999年12月入伍，2001

年12月退役。
工作单位：公 安 富 阳 分 局 治 安

大队
主要事迹：俞炳海于2002年1月加

入富阳公安队伍，现为区政府警务室辅
警中队长。他创立了区政府第一哨位
及突击队，研究设定训练标准、执勤标
准及处置突发事件训练标准。2016年，
他还牵头组建了富阳区首支国旗护卫
队，承担全区重大活动中的升国旗仪
式，协助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俞炳海和
队员们凭借良好的军警形象，高标准的
动作，受到省、市、区领导的高度表扬，
是当之无愧的“富阳第一男团”。

工作以来，俞炳海多次荣获一级、
二级、三级治安荣誉奖章及杭州市局
治保先进个人、G20安保卫士、分局十
佳辅警等荣誉，个人被聘为区委党校
年轻干部墩苗工程的总教官。

李晓慧
服役时间：2000 年 9 月入伍，2016

年11月退役。
工作单位：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

西所
主要事迹：2016年，李晓慧成为城

西所一名基层巡查干部。他充分发扬
了军人踏实、勤勉的优良作风，在今年
年初疫情防控期间更是肩挑重任，连
续5天住在所里。同时承担着辖区农
贸市场驻点任务，军人出身的他纪律
性强，工作作风严谨，原本驻点工作时
间为市场开门到结束营业，但他总是
提早到岗，检查周边防控措施是否到
位。在企业复工复产时期，他成为辖
区一家企业的服务专员，第一时间对
接企业需求，协调解决防疫物资短缺
等问题，及时将政策上传下达，认真负
责的作风获得企业高度认可。

2017 年，李晓慧被富阳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评为优秀共产党员；2018—
2019年因全年工作业绩突出，连续2年
被考评为优秀公务员。

屠良峰
服役时间：1999 年 12 月入伍，

2012年7月退役。
工作单位：杭州富阳开发区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事迹：屠良峰从军 13 年，先

后荣获三等功5次，二等功1次，2009
年荣获“全军优秀人才二等奖”，3 次
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屠良峰现任开发区集团财务部
主任。疫情期间，集团面临“融资
难”，他积极与区国资办对接，拓宽融
资渠道。为实现融资成本最小化，他
与多家金融机构交涉，争取将融资成
本维持在控制线内。5月26日，经国
内权威评级机构全面评估，开发区集
团成为区内第三家获得 AA+主体信
用评级的国有投资平台公司。工作
多年，屠良峰凭借着耿直的秉性，踏
实的作风，受到了领导、同事和群众
的一致认可。

柴昕涛
服役时间：2006 年 12 月入伍，

2019年7月退役。
工作单位：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富阳分局
主要事迹：柴昕涛在部队服役12

年，2019年11月，他从部队转业回地
方，在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富阳
分局监察大队工作，作为规划资源线
上的一名“新兵”，他一直用实际行动
践行“我是军人我先上”7个字。

今年年初，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
肺炎疫情，才加入“新家庭”不到2个
月的柴昕涛主动报名成为防疫党员
志愿者，冲锋在前，坚守一线。他先
后志愿报名在新民、东安等社区和交
通卡点执勤 19 次，累计执勤 220 小
时，成为全局参与志愿执勤时间最长
的年轻干部之一，被评为“富阳区最
美战疫志愿者”。

李少华
服役时间：2002 年 9 月入伍，

2012年11月退役。
工作单位：洞桥镇人民政府
主要事迹：李少华现任洞桥镇党

委委员、人武部部长兼里仁村党总支
书记。作为一名乡镇干部，他始终以
军人作风严格要求自己，勤奋工作，
恪尽职守，履行好岗位职责。在今年
疫情期间，他带领全村党员干部群众
坚守一线，坚持入户调查，不漏一人，
确保里仁村的抗疫情工作扎实开展。

2013年9月到2015年10月，李少
华曾担任里山镇红十字会秘书长，鉴于
自己身体素质较好，他带头加入造血干
细胞资料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自愿
捐献者。2017年12月，在得知自己和
一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后，李少华毫
不犹豫地配合捐献，成为富阳第15人
（第1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张国永
服役时间：1996 年 12 月入伍，

2011年4月退役。
工作单位：场口镇人民政府
主要事迹：张国永现任场口镇平

安建设办公室主任，自从负责安全生
产监管工作以来，他深知“安全工作
人命关天，责任重大”，具有较强的责
任感和职业使命感，走遍辖区内每一
家企业，充分掌握企业生产现状，做
到有的放矢，分级管理。同时，不断
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工作之余钻研
专业理论知识，考取《浙江省行政执
法证》。

近年来，场口镇安全生产、社会平
安综合考核连续多年名列前茅，这离
不开张国永勤奋扎实、奋勇争先的工
作作风。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根据多
年工作经验，总结出“安全形势分析
会”“安全工作五个做到”等工作方法，
得到区安委办的认可并在全区推广。

孟海国
服役时间：1994 年 12 月入伍，

2005年4月退役。
工作单位：富春街道恩波社区
主要事迹：转业士官孟海国是

恩波社区的一名普通社工，他将“为
人民服务”作为自己做人做事的信
条。疫情期间，他主动请缨为全体
社区工作人员准备餐食，买菜做饭，
一到饭点就踩着三轮车，为8个卡点
执勤的志愿者们送餐，事迹被“学习
强国”刊发。

7月梅汛期间，恩波社区位处富
春江沿线，防汛工作严峻。孟海国
第一时间进入防汛战斗状态，带领
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走遍了社区
的各个地段，对隐患点如沿江路段、
危旧房、低洼地段、小区地下车库等
进行逐个排查。为了做好沿江硬隔
离，孟海国带着几名男社工在沿江
区域拉好警示带，防止行人靠近堤
岸，直到本次防汛工作圆满完成。

丁建平
服役时间：1993 年 12 月入伍，

1996年12月退役。
工作单位：灵桥镇新华村村民委

员会
主要事迹：2014年9月起，丁建平

担任新华村党委书记，在他的带领
下，新华村风清气正，各项事业蒸蒸
日上。军人出身的丁建华具备优良
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在思想上、
行动上时刻同灵桥镇党委保持高度
一致，把新华村打造成为灵桥镇党建
工作的一块牌子，并凭借“清廉村社”
建设获得杭州市表扬。思想上的高
度统一是为了工作更加顺利地开展，
2018年，在剿灭劣V类水和精品线路
拆整改行动中，丁建平团结带领村两
委干部，解决了一大批历史遗留问
题，镇政府两次在该村召开现场会，
对新华村的系列举措予以一致好评。

丁建平个人从2014年至2019年连续
6年被区委组织部评为优秀村主职干部，
2018年获得“浙江省千名好支书”称号。

陈为民
服役时间：1976 年 2 月入伍，

1980年1月退役。
工作单位：国家税务总局杭州

市富阳区税务局（退休）
主要事迹：陈为民退休之后始

终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投身
于关爱退役军人公益服务，持续传
递社会正能量。2017年，陈为民在
富阳区民政局正式登记成立杭州市
富阳区富春明珠公益志愿服务中
心，这是杭州市范围内第一家专门
从事为退役军人服务的公益组织。
两年来已为近百名退役军人提供工
作岗位，帮助他们顺利回归社会，实
现角色无障碍转换。

值得一提的是，陈为民曾经的
战友金守儿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
牲，埋骨他乡。出于对战友的敬重、
对英烈的缅怀，自 2014 年起，他通
过6年时间自行收集整理烈士的事
迹、史料，为金守儿烈士筹备建立陈
列馆。

瞿加民
服役时间：1969 年 12 月入伍，

1975年2月退役。
工作单位：原富阳市农机局新登

农机分公司（退休）
主要事迹：瞿加民早年参军，曾

在部队中被评为“五好战士”，退役后
进入原农机局工作，直至 2002 年退
休，曾被评为局级先进工作者。

2013 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
瞿加民于加入公益组织“阳光公益”，
自此成为志愿服务队中最活跃的一
员。他把探访敬老院、做导医、参加
雷锋角活动、文明劝导等当做生活的
常态，用无数次无偿的帮助和毫不计
较的付出迎来了自己真正的夕阳
红。他的无私奉献也得到了社会的
认可，2013年至2014年连续被评为富
阳市优秀志愿者；2015 年获富阳区

“最美志愿者”荣誉称号；2017年被评
为富阳区优秀党员志愿者；2018年获
新时代浙江省“万名好党员”称号。

李关金
服役时间：1962年6月入伍，1981

年1月退役。
工作单位：区发展和改革局（退休）
主要事迹：李关金在部队期间参

加过多次战斗，曾在执行援外任务时
负伤，与战友一同被安置在国外当地
医院养伤，展现了“不拿群众一针一
线”的中国军人素质，与当地群众融洽
相处，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高度赞誉和
评价，被称为“战士外交官”。回国后，
他的事迹受到广泛关注，曾在全军范
围内进行巡回演讲130多场次，被解放
军总参谋部记嘉奖 1 次，并授予二等
功。

李关金为人处世低调谦和，尽管
在部队受过很多嘉奖，转业到地方
参加工作后，他依然甘愿做一枚“螺
丝钉”。作为原富阳县粮食局办公
室主任，他努力为全局上下做好后
勤保障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继续
发光发热。

张善国
服役时间：1995 年 12 月入伍，

1999年12月退役。
工作单位：杭州富阳区江南爱心

公益服务中心
主要事迹：张善国1995年12月入

伍参军，因为在新兵集训中表现出色，
下连队第一个月就当上代理班长，服
役期间被评为优秀士兵 1 次，获嘉奖
多次。1999年12月因伤残退役。

回归社会后，尽管自己身体有残
障，但张善国始终坚定不移地行走在
公益服务的路上。2014年，他成立了
江南爱心公益组织，并于2015年在民
政局注册登记成为合法单位，更名为
杭州市富阳区江南爱心公益服务中
心。从此，张善国把志愿服务当做自
己的事业，竭尽全力服务更多的人，社
会影响力越来越大。他本人也先后获
得“2015年富阳区最美志愿者”“2017
年富阳区优秀志愿者”“2018 年最美
公益人奖”“2019 年浙江省第二批青
年守信联合对象奖”等荣誉称号。

鲍国庆
服役时间：1991年12月入伍，2013

年4月退役。
工作单位：杭州市富阳区狼群应

急救援服务中心
主要事迹：鲍国庆是一名退役消

防兵，2015 年他加入红十字狼群应急
救援队，在多次抗洪救援、建筑物坍塌
救援、溺水救援现场，经常能看到他忙
碌的身影。从救援队的一名队员到现
在担任副大队长，每次出任务他总是
冲在最前面。2017 年，被评为红十字
会服务先进个人。

今年年初，疫情防控工作开始后，
鲍国庆更是连续1个多月在狼群基地
24 小时备勤。白天与队员们前往学
校、社区等地开展消杀工作，晚上留守
基地，时刻准备迎接疫情带来的突发
事件的救援工作。7月，江西鄱阳湖流
域面临 1998 年以来最严峻的防洪形
势，鲍国庆与11名队员紧急驰援，赶赴
抗洪一线。

章富祥
服役时间：1990 年 12 月入伍，

1993年12月退役。
工作单位：杭州富阳富强民宿有

限公司
主要事迹：章富祥于1990年3月

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远赴福州参
军，1993年退役回到杭州。在部队期
间，他主要从事宣传工作，多次送艺
术下乡丰富军民文化生活。

章富祥凭借在部队积累的丰富
文创经验，以及对艺术的不懈追求，
退役后，他毅然投身广告行业，创立
了杭州立林广告，这是一家集广告经
营、艺术空间、传媒服务等多项业务
于一体的专业公司。经过20多年的
摸爬滚打，章富祥干出了自己的一番
天地。作为乡贤，章富祥于2013年回
到老家常绿，历时三年、投资千万打
造“常绿山居”，在实现自己“民宿梦”
的同时也成为常绿旅游业的一张金
名片，吸引不少游客慕名前来。

骆浙兵
服役时间：1993 年 12 月入伍，

1996年12月退役。
工作单位：杭州华博消防设备有

限公司
主要事迹：退役回到地方后，骆浙

兵充分发挥军人吃苦耐劳、任劳任怨
的精神，开始了自主创业之路。2009
年，他在家乡创立了杭州华博消防设
备有限公司，短短几年时间，他一方面
积极利用政策等向上争取项目和资
金，一方面大力开发新产品，先后获得
了20余项专利，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
金，为家乡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可观的
税收。

更难能可贵的是，骆浙兵在致富
的同时，时刻不忘桑梓情，通过创办企
业提供就业岗位，解决了当地大量的
剩余劳动力，并每年为当地老年协会
捐款捐物。他本人还获得“2019年度
大源镇优秀党员”“尊师重教奖”“乡村
振兴助力奖”等称号。

吴瑛
服役时间：2000 年 12 月入伍，

2007年12月退役。
工作单位：区司法局春建司法所
主要事迹：吴瑛转业进入司法所

工作后，充分发扬军人雷厉风行、令行
禁止、冲锋在前、尽职尽责的优良作
风，于 2016 年、2019 年先后被评为富
阳区先锋党员。在日常工作中，她充
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会同镇综
治办，对辖区内的各类矛盾纠纷进行
了解、调解和化解，并坚持严格管理与
适应性帮扶相结合，加强对矫正人员
的直接定位管控，一丝不苟做好报到、
谈话、谈心、档案等工作。

多年来，吴瑛在矫正工作上积累
了丰富经验，今年在疫情防控期间，她
主动承担富春司法所全所社区矫正工
作，充分运用监管平台和信息化手段，
多措并举做好130余名社区矫正对象
的疫情防控工作。

罗群
服役时间：2001 年 12 月入伍，

2005年12月退役。
工作单位：新登镇共和股份经济

合作社
主要事迹：2018年，罗群担任新

登镇共和股份经济合作社书记，也是
该社自创立以来最年轻的女书记。
但她从不需要特殊照顾，相反每当在
工作上遇到难题，她都毫不犹豫地冲
在最前面。

在新登镇有机更新工作中，罗群
既是搬迁户，也是参与三期搬迁的工
作人员。她带头签约，耐心做好其他
搬迁户的思想工作，在她的努力下，
共和村在规定时间内实现搬迁率
100%。今年年初新冠疫情爆发，罗
群所管辖区地处城中村，外来务工人
员多，情况相当复杂。历时 57 个日
日夜夜，她带领全体班子成员和党
员，坚守抗疫一线，不怕苦不怕累，圆
满完成任务。

汪佳瑜
服役时间：2012 年 12 月入伍，

2017年12月退役。
工作单位：渔山乡墅溪村
主要事迹：汪佳瑜在部队期间

曾连续四年被评为“优秀士兵”，退
役后，她回到家乡成为一名网格
员。工作中的汪佳瑜一丝不苟、兢
兢业业，今年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始
以来，一件蓝马甲、一个口罩、一个
装满宣传资料的手提袋，成为她每
天出门的标准配置。在抗击疫情最
艰难的时刻，她挨家挨户地上门摸
排人员、对村民进行宣传，为的是确
保全村 600 多户村民都能及时掌握
疫情防控的具体措施和要求。

除了做好“宣传员”，疫情期间，
汪佳瑜还义务当起了村里的“快递
员”。只要村民有需求，无论白天还
是晚上、刮风还是下雨，她都拼尽全
力，第一时间把急需的物品送到村
民的手中。

第93个“八一”建军节特别报道

记者 谢雨天通讯员 骆彬斌 沈娜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特

别是在今年疫情防控人民战、阻击战、总体战和防汛抗洪保卫战中，我区退役军人

充分展现永葆本色、担当有为的优秀品质和良好精神风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军

人本色，发出了“最美”声音，播撒了“最美”种子。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重要论述精神，加强思想

政治引领，讲好退役军人故事，激励和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建功新时代、展现新作

为，在全社会形成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区委宣传部、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举办“最美退役军人”评选活动，经自下而上逐级遴选推

荐、严格审核把关，最终确定俞连富等20名同志为富阳区“最美退役军人”。

在第93个“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特将“最美退役军人”推向台前，以发

挥榜样的力量，用他们的先进事迹感染、影响、带动更多的身边人，持续推进我区

退役军人事务不断向前发展，不断开创新时代退役军人事务新局面，为富阳“三

高”发展再立新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