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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八·一”慈溪市优秀退役军人代表风采录
铁血铸军魂铁血铸军魂 礼赞献模范礼赞献模范

在慈溪这片三北大地上，有这么一批可爱的人，他们不负韶华，退役不退志，回到家乡成为社会建设的先进代表，推动社会发展，引领新风正气，传递正能量，弘扬人
民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慈溪的全面建设发展贡献了力量。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树立人民群众身边的优秀退役军人典型，进一步激励广大退
役军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全市营造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了慈溪市“优秀退役军人”事迹展评活动。 ■全媒体记者 郑琳

兵支书·基层模范

弄潮儿·创业先锋

实干家·岗位建功

1959年1月出生，1977年1月
入伍，1981年1月退役，参战老
兵，2005年3月任宗汉街道史家村
党总支书记，所在村级退役军人服
务站被评为唯一村级“全国退役军
人工作模范单位”，受到习近平总
书记的亲切接见。除此之外还获得
浙江省善治村、浙江省民主法治示
范村、浙江省卫生村、宁波市生态
村、宁波市文明村、宁波市卫生
村、宁波市首批三治融合村等荣
誉，本人为慈溪市第十二届、十三
届党代表，4次荣获慈溪市优秀共产
党员，“最美宁波人”入围奖获得
者。2019年被评为浙江省、宁波
市、慈溪市首届“最美退役军人”。

史正军
1971年8月出生，1990年 3月

入伍，1993年 12月退役，现任胜
山镇镇前村党总支书记。退役返乡
后，他扎根基层，团结带领全体党
员群众，以强村富民为目标，励精
图治，真抓实干，成为了全村发展
的有力“领头雁”，实现了镇前村
从负债 500 万元到拥有可用资金
1000万元的华丽“逆袭”。同时，
他组建退役军人应急先锋队，在防
汛抗台、疫情防控等工作中主动请
战，冲在一线。今年，他将以创建
文明村为契机，在乡村振兴、文明
建设方面持续用力，为打造多彩镇
前砥砺前行。2019年被评为慈溪
市首届“最美退役军人”。

1970 年 10 月出生，1989 年 3
月入伍，1991年 12月退役，现任
观海卫镇上横街村党总支书记。顾
四军任上横街村党总支书记以来，
以身作则，时刻保持党员的良好形
象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从思想作
风上加强自身建设，恪尽职守，竭
诚奉献，实干担当。在他的带领
下，上横街村先后荣获省级文明
村、卫生村、民主法治示范村、反
邪教村等荣誉。现争创国家文明
村。其本人也先后获得新时代省

“千名好支书”、慈溪市“金雁奖”
书记，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市人大
代表等荣誉。

1980 年 1 月出生，1998 年 12
月入伍，2000年 12月退役，现任
新浦镇浦沿村党总支书记、新浦镇
农贸市场管委会主任。任职以来，
获得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市级
先进个人，慈溪市优秀共产党员等
荣誉。疫情以来，吴科杰心系防疫
工作，督促落实企业责任。为确保
全镇人民的“菜篮子”供应和疫情
防控工作零差错，每天对市场进行
清扫、消毒；对农贸市场进行地毯
式排查。2020年因疫情防控一线
表现突出，被评为慈溪市第一批战

“役”先锋个人和“慈溪市优秀共
产党员”。

1957年10月出生，1976年12
月入伍，1981年2月退役，现任桥
头镇五姓村党总支书记。毛军林
1983年开始担任桥头镇五姓村党
支部书记，37年的坚持，37年的
奉献，在毛军林的带领下五姓村经
济、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得到了全
面发展。从 1983年起每年慰问退
役军人，37年来从未间断，以及
对 60岁以上的老年社员每人每月
发放生活补助100元。同时，每年
为全体村民承担农村合作医疗个人
统筹资金，用于村级福利支出近
400万元。毛军林始终牢记党的宗
旨，担当起强村富民的责任。

1961 年 5 月出生，1979 年 11
月入伍，1983年1月退役，现任周
巷镇天元村党总支书记。2007年
到村工作后的 13年间，他不忘军
人本色，工作中勇于改革创新，
先后推出旅馆式出租私房星级管
理，村民积分制管理考核等乡村
治理新模式，率先创建省示范型
退役军人服务站和宁波美丽乡村
示范村，牵头成立全国首个中国曲
协乡村曲艺工作站，建成并投用天
元村农民公寓，带领天元村村民真
正实现安居乐业、富裕幸福，在他
的带领下，天元村各项工作都走在
了前列。

1966年 1月出生，1986年 11月入
伍，1990年 11月退役，现任龙山镇社
区矫正协管员。陆小伟从事司法调解、
社区矫正工作十余年，主动长期驻扎驻
京办，协助信访维稳工作。今年疫情期
间，陆小伟主动申请前往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点，工作事无巨细，并把监控器搬
入宿舍，全天候关注楼道情况，抗疫战
斗坚守了两个多月，疫情结束后，又马
不停蹄地投入本职工作中。由于表现突
出，陆小伟被授予慈溪市战“疫”先锋
、慈溪市优秀共产党员。

1972 年 11 月出生，1990 年 3 月入伍，
1992年 12月年退役，现任浙江月立电器有
限公司管理中心总监。作为月立老兵志愿者
突击队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在疫情发生后第
一时间和队友无偿捐赠防疫物资，参与村卡
口志愿设卡活动，主动承担排摸登记等工
作。自老兵志愿者突击队成立以来，余杰组
织队伍参与村里午夜安全巡查，辅助交警参
与安全帽佩戴、酒驾检查等工作，自筹资金
慰问环卫工人，积极认领困难退役军人微心
愿等活动，为弘扬社会正能量，倡导真善美
起到了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

1966年7月出生，1983年10月入伍，
1986年 12月退役，现任市政协委员、市
市场协会副会长，宗汉街道农贸市场党支
部书记、场长。施泉学发挥退役军人敢打
敢拼的精神，立足本职，不断创新工作方
法，所在农贸市场先后被评为“慈溪市规
范化管理先进单位”“宁波市文明市场”

“浙江省四星级文明市场”和“浙江省放
心市场”，并被市商务局和市场监督管理
局树为慈溪样板。他积极服务退役军人，
先后接收安置退役军人30余人，并于2017
年设立宗汉农贸市场“退役军人之家”。

1978 年 7 月出生，1996 年 12 月入伍，
1999年 12月退役，现为周巷镇专职消防队
班长。2005年加入周巷专职消防队，个人
曾多次荣获“先进个人”“优秀工作者”和

“优秀保卫者”称号。工作15年来，参与大
大小小近 4000次火灾抢险救援工作，每次
都身先士卒，带头冲锋，每年对全镇各行
业、群体近30000人次作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和消防安全演习，提高群众的消防安全意
识，使消防安全知识深入人心。由于他精湛
的消防业务能力和出色的讲解水平，如今已
经成为人人都熟悉的大众消防教官。

1962 年 10 月出生，1980 年 11 月入
伍，1994年4月退役，现任浒山街道新眉
社区志愿服务站站长。1995年下岗后，
他依靠自身辛勤劳动，过上了富裕生活，
同时他不忘军人本色，运用自身技术特
长，积极为辖区居民提供修理家用电器、
管道等日常服务，无论早晚还是寒冬酷暑
总能随叫随到，至今已免费为居民服务上
百次，深受广大群众好评。2019年初，
他在社区成立了“老兵志愿服务站”，积
极为更多的居民服务，相关事迹被“学习
强国”宣传报道。

陆小伟 余杰 施泉学 屠军权 孙雪华

1979 年 5 月出生，1997 年 12
月入伍，2007年 11月退役，现任
浙江众立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总经
理。2011年 12月注册成立慈溪市
首家非国有体制的保安公司。众立
保安公司优先录用退役军人，目前
公司拥有员工 1500多人，其中退
役军人300多人，约占公司总员工
人数的20%。为了帮扶更多退役军
人就业，众立保安公司已经与慈溪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就退役军人就业
达成合作意向，创新退役军人应聘
形式，拓宽退役军人就业安置渠
道。 2019 年其个人被评为宁波
市、慈溪市首届“最美退役军人”。

1968年3月出生，1984年9月入
伍，1988年1月退役，现任慈溪市万
胜电子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新浦镇
双庆浦村党总支书记。退役返乡奋力
创业，个人致富不忘本，出资 80万
捐建新浦中学的万胜教育楼。历年
来，他积极投入村企结对 50万元，
向慈溪市慈善总会冠名捐款 50 万
元，汶川地震及各项社会捐款 30万
元，向黑龙江武警总队和内蒙古军区
捐献物资 100万元。2007年-2016年
光荣当选慈溪市第十五、十六届人大
代表，2007年至今，当选慈溪市第
十一届政协委员，2019年被评为慈
溪市首届“最美退役军人”。

1981年11月出生，1999年 12月
入伍到西藏服役，2001 年 12 月退
役。退役后在国家电网公司工作，在
担任国家电网观海卫供电所团支部书
记及党支部书记期间，带领公司青年
骨干们多次获得省、市级先进单位和
文明单位、省一级站、省农电示范窗
口、市级青年文明号、市级行风示范
窗口、市级文明单位等荣誉。个人多
次获得市级优秀团员、团干部，优秀
党员，宁波市级青年志愿者等。后自
主创业，创办的瀚朗公司从 2015年
开始运作到 2019 年进入规上企业，
获得发明专利15个、著作权2个，公
司一跃成为行业内的“新星”。

1985年11月出生，2004年12月入伍，2006年12
月退役，现任宁波喜尔美厨房用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2006年到公司任职以来，他充分发扬退伍不褪
色的优良传统，爱岗敬业，干一行专一行，公司年产
值从 2007年 3亿元发展到 2019年 11亿元，位居慈溪
市“二十强企业”。他重视退役军人招收和培养，公
司内各个部门都有退役军人工作的身影，从生产管
理、后勤、行政到技术研发，目前公司共有退役军人
36人，其中厂长级管理人员 8人、重要技术岗位 9
人。

1958年 11月出生，1977年 3月入伍，1981年 1
月退役，现任浙江松乔气动液压有限公司总经理。退
役后，他白手起家，从家庭作坊逐渐发展为亿元企
业，曾获得省“民企党建百家助推转型升级示范典
型”“市先进民兵组织”等十多项荣誉。他致力退役
军人服务工作，累计招收安置退役军人 20余人，成
为首批市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基地。他默默履行社会责
任，积极参与村企结对、退（现）役军人慰问、资助
困难户、残疾人基金协会及乡村建设等公益慈善活
动，用宽广的胸怀彰显了一名退役军人的风采。

1978年 1月出生，1994年 10月入伍，1996年 12
月退役，现任宁波慈多多金厨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退役返乡后，他曾在杭州正大厨艺学校学习。他曾获
得第六届全国烹饪大赛双金奖、世界御厨蓝带勋章
奖、国际名厨形象奖、中国烹饪大师、全国十大中国
烹饪大师杰出贡献奖、世界中国米其林美食勋章大奖
等荣誉，主编《象山海鲜菜谱》及整理《庵东民国十
二碗》，并推出慈溪杨梅节新六道秘色杨梅宴，好评
如潮。他是慈溪新味新派甬菜、经典创新菜的创新
人，央视《江南杨梅宴》原创者。

1972年1月出生，1991年12月入伍，1994年12月
退役，现任慈溪市金泰日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退役
后，他秉承了军人雷厉风行的干事风格和永不服输的工
作态度，兢兢业业的工作，公司产值连续多年稳步提
升。2008年父亲车祸 6个月一直昏迷不醒成了植物人，
十二年如一日的悉心照顾，终于使父亲的身体得到了康
复。同时，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王海儿致富不忘回
报社会，多次捐款捐物用于慈善事业的发展，为社会民
生福祉做出了贡献。

罗杰 顾四军 吴科杰 毛军林 钱海明

安魏忠 陈新达 韩立科

周世杰 楼松乔 金明权 王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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