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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军区心理卫生专家服务队 8 年行程 20 余万公里

为官兵搭起心理“健康桥”
本报讯 韩素婷、特约记者张应翔

报道：11 月上旬的一天，海拔 5000 多米

的神仙湾边防连，巡逻归来的官兵被一

阵悠扬的古筝音乐声吸引。原来这是新

疆军区心理卫生专家服务队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康琳正在带领官兵做自己编排

的心理减压操，让官兵在这终年冰雪覆

盖的昆仑之巅，享受宁静和放松。

新疆军区部队多驻守在戈壁沙漠高

原等艰苦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封闭单

调的守防生活时刻考验着官兵的意志和

心理。在新疆军区组织的问卷调查中，有

30%官兵表示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亮过

“红灯”，认为自己有过孤独、迷茫、自卑

等不良情绪引发的心理失常。“解决官兵

的心理问题就是保证部队战斗力，为官

兵提供专业心理健康服务刻不容缓。”新

疆军区通过多方协调，与新疆师范大学

签订协议，联办心理咨询师考前辅导班，

几年来有 136 人通过国家心理咨询师考

试。2008 年，新疆军区抽调 6 名具有丰

富军队心理工作经验的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组成新疆军区心理卫生专家服务

队。8 年来他们穿越沙漠戈壁，翻越冰峰

达坂，行程 20 余万公里，足迹遍布新疆

军区所有边防连队，采取团体心理辅导、

心理测试分析、一对一心理咨询等灵活

多样的方式，为官兵提供心理服务。同

时，该服务队坚持每年到高原边防一线

调研，掌握了高原边防军人心理健康问

题的大量数据和资料，编印了《高原官兵

心理健康辅导》《新兵如何尽快度过适应

期》等心理健康教材，填补了高原心理学

相关理论研究的空白，将初上高原官兵

的适应期缩短了一半，被官兵誉为“最贴

心的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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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建国、颜群报道：10
月底，吉林省长白县村民尹刚正在自

家田地劳作，突然发现有个陌生男人

拿着望远镜鬼鬼祟祟的四处观望，形

迹十分可疑，他急忙给驻地某边防连

打电话通报情况。连队派出官兵对该

男子进行盘查，发现其随身携带一本

外国护照、一个高倍望远镜还有一部

拍摄有多处军事设施照片的相机，随

后赶来的安全局工作人员还在其内衣

口袋中发现了一张手绘的我军边境一

线兵力分布图。经核实，此人是一名专

门刺探军事情报的间谍。

“多亏发现的及时，否则后果不堪

设想！”该军分区宣保科长隋耐新话语

之间充满忧虑。近年来，境内外间谍情

报机关活动十分猖獗。据该军分区保

卫部门掌握的情况分析，随着驻地旅游

业的发展，境外游客逐年增多，这给不

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他们以办企、旅

游为名进入境内，伺机获取我方情报，

同时还极力拉拢策反我方人员，给国

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带来了严重危害。

潜伏、刺探、拍照、加密、发送……

这些经常出现在影视剧里的间谍行

为，其实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并不遥远。

笔者在网络上简单地搜索了一下：某

企业从境外进口的多台设备在出厂时

已被种植木马，境外间谍组织可以远程

操控和窃密；近日，被中国政府拘捕的

3 名日本人，其中两人已经承认受日本

公安厅委托提供情报；某高校大学生在

金钱利诱下为境外间谍机关服务……

“民众反间谍意识的麻痹松懈是

问题最大的根源。”据 一位当地国家

安全部门负责人员介绍，尽管当前隐

蔽战线斗争如此严峻, 但部分社会公

众对隐蔽斗争的认识还有所欠缺，甚

至存在不少盲目无知的情况。一部分

民众把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信息上传

到网络，结果被间谍机构获取利用；还

有的抵抗不住钱色诱惑，利令智昏，以

卖情报谋取私利，最终沦为间谍。

“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开展反间

谍工作，不能仅靠国家安全机关，还必

须充分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增强群众

的安全意识。”在总结完此次间谍案

件后，白山军分区抓住《反间谍法》颁

布一周年的有利契机，联合地方相关

部门，在该市开展一系列防间反特活

动：设立民兵信息联络员，发放军民联

系卡，健全举报渠道；在市电视台播放

隐蔽战线斗争警示教育专题片，提高

社会民众防范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对

党政军单位机关办公场所定期进行安

全技术检查，确保不出漏洞。

“维护国家安全应该说是在打一

场‘人民战争’。”白山军分区领导告诉

笔者，每个公民都应该加入到维护国

家安全的队伍中来，只有这样我们才

能打赢隐蔽战线的主动仗。

新疆军区心理卫生专家服务队 8 年行程 20 余万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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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韩素婷、特约记者张应翔

报道：11 月上旬的一天，海拔 5000 多米

的神仙湾边防连，巡逻归来的官兵被一

阵悠扬的古筝音乐声吸引。原来这是新

疆军区心理卫生专家服务队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康琳正在带领官兵做自己编排

的心理减压操，让官兵在这终年冰雪覆

盖的昆仑之巅，享受宁静和放松。

新疆军区部队多驻守在戈壁沙漠高

原等艰苦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封闭单

调的守防生活时刻考验着官兵的意志和

心理。在新疆军区组织的问卷调查中，有

30%官兵表示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亮过

“红灯”，认为自己有过孤独、迷茫、自卑

等不良情绪引发的心理失常。“解决官兵

的心理问题就是保证部队战斗力，为官

兵提供专业心理健康服务刻不容缓。”新

疆军区通过多方协调，与新疆师范大学

签订协议，联办心理咨询师考前辅导班，

几年来有 136 人通过国家心理咨询师考

试。2008 年，新疆军区抽调 6 名具有丰

富军队心理工作经验的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组成新疆军区心理卫生专家服务

队。8 年来他们穿越沙漠戈壁，翻越冰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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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区所有边防连队，采取团体心理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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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的方式，为官兵提供心理服务。同

时，该服务队坚持每年到高原边防一线

调研，掌握了高原边防军人心理健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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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建国、颜群报道：10
月底，吉林省长白县村民尹刚正在自

家田地劳作，突然发现有个陌生男人

拿着望远镜鬼鬼祟祟的四处观望，形

迹十分可疑，他急忙给驻地某边防连

打电话通报情况。连队派出官兵对该

男子进行盘查，发现其随身携带一本

外国护照、一个高倍望远镜还有一部

拍摄有多处军事设施照片的相机，随

后赶来的安全局工作人员还在其内衣

口袋中发现了一张手绘的我军边境一

线兵力分布图。经核实，此人是一名专

门刺探军事情报的间谍。

“多亏发现的及时，否则后果不堪

设想！”该军分区宣保科长隋耐新话语

之间充满忧虑。近年来，境内外间谍情

报机关活动十分猖獗。据该军分区保

卫部门掌握的情况分析，随着驻地旅游

业的发展，境外游客逐年增多，这给不

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他们以办企、旅

游为名进入境内，伺机获取我方情报，

同时还极力拉拢策反我方人员，给国

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带来了严重危害。

潜伏、刺探、拍照、加密、发送……

这些经常出现在影视剧里的间谍行

为，其实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并不遥远。

笔者在网络上简单地搜索了一下：某

企业从境外进口的多台设备在出厂时

已被种植木马，境外间谍组织可以远程

操控和窃密；近日，被中国政府拘捕的

3 名日本人，其中两人已经承认受日本

公安厅委托提供情报；某高校大学生在

金钱利诱下为境外间谍机关服务……

“民众反间谍意识的麻痹松懈是

问题最大的根源。”据 一位当地国家

安全部门负责人员介绍，尽管当前隐

蔽战线斗争如此严峻, 但部分社会公

众对隐蔽斗争的认识还有所欠缺，甚

至存在不少盲目无知的情况。一部分

民众把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信息上传

到网络，结果被间谍机构获取利用；还

有的抵抗不住钱色诱惑，利令智昏，以

卖情报谋取私利，最终沦为间谍。

“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开展反间

谍工作，不能仅靠国家安全机关，还必

须充分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增强群众

的安全意识。”在总结完此次间谍案

件后，白山军分区抓住《反间谍法》颁

布一周年的有利契机，联合地方相关

部门，在该市开展一系列防间反特活

动：设立民兵信息联络员，发放军民联

系卡，健全举报渠道；在市电视台播放

隐蔽战线斗争警示教育专题片，提高

社会民众防范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对

党政军单位机关办公场所定期进行安

全技术检查，确保不出漏洞。

“维护国家安全应该说是在打一

场‘人民战争’。”白山军分区领导告诉

笔者，每个公民都应该加入到维护国

家安全的队伍中来，只有这样我们才

能打赢隐蔽战线的主动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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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战线没有旁观者
“三军之事，莫重于密。”做好隐蔽

战线工作，事关军队建设大局和军事

斗争准备成败。古往今来，敌对双方历

来重视谍报工作，手段演绎的林林总

总。时至今日，借助高科技手段的优

势，间谍活动愈加隐蔽不易察觉，给国

家的安全利益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2014 年 11 月 16 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间谍法》颁布施行，这是依法

开展反间谍斗争的现实要求，也是维

护国家安全的长远发展需要。我们要

清醒地认识到隐蔽战线工作不仅关系

到国家、民族和军队的利益，而且关系

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在隐蔽斗争

上出了问题，不仅会给党和国家带来

重大损失，也会给个人和家庭造成严

重后果。隐蔽斗争工作是一项群众性

的工作，每个人都不是旁观者，都不是

局外人，人人都要积极参与，真正形成

群策群力，群防群治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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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师，组成新疆军区心理卫生专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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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区所有边防连队，采取团体心理辅导、

心理测试分析、一对一心理咨询等灵活

多样的方式，为官兵提供心理服务。同

时，该服务队坚持每年到高原边防一线

调研，掌握了高原边防军人心理健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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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建国、颜群报道：10
月底，吉林省长白县村民尹刚正在自

家田地劳作，突然发现有个陌生男人

拿着望远镜鬼鬼祟祟的四处观望，形

迹十分可疑，他急忙给驻地某边防连

打电话通报情况。连队派出官兵对该

男子进行盘查，发现其随身携带一本

外国护照、一个高倍望远镜还有一部

拍摄有多处军事设施照片的相机，随

后赶来的安全局工作人员还在其内衣

口袋中发现了一张手绘的我军边境一

线兵力分布图。经核实，此人是一名专

门刺探军事情报的间谍。

“多亏发现的及时，否则后果不堪

设想！”该军分区宣保科长隋耐新话语

之间充满忧虑。近年来，境内外间谍情

报机关活动十分猖獗。据该军分区保

卫部门掌握的情况分析，随着驻地旅游

业的发展，境外游客逐年增多，这给不

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他们以办企、旅

游为名进入境内，伺机获取我方情报，

同时还极力拉拢策反我方人员，给国

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带来了严重危害。

潜伏、刺探、拍照、加密、发送……

这些经常出现在影视剧里的间谍行

为，其实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并不遥远。

笔者在网络上简单地搜索了一下：某

企业从境外进口的多台设备在出厂时

已被种植木马，境外间谍组织可以远程

操控和窃密；近日，被中国政府拘捕的

3 名日本人，其中两人已经承认受日本

公安厅委托提供情报；某高校大学生在

金钱利诱下为境外间谍机关服务……

“民众反间谍意识的麻痹松懈是

问题最大的根源。”据 一位当地国家

安全部门负责人员介绍，尽管当前隐

蔽战线斗争如此严峻, 但部分社会公

众对隐蔽斗争的认识还有所欠缺，甚

至存在不少盲目无知的情况。一部分

民众把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信息上传

到网络，结果被间谍机构获取利用；还

有的抵抗不住钱色诱惑，利令智昏，以

卖情报谋取私利，最终沦为间谍。

“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开展反间

谍工作，不能仅靠国家安全机关，还必

须充分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增强群众

的安全意识。”在总结完此次间谍案

件后，白山军分区抓住《反间谍法》颁

布一周年的有利契机，联合地方相关

部门，在该市开展一系列防间反特活

动：设立民兵信息联络员，发放军民联

系卡，健全举报渠道；在市电视台播放

隐蔽战线斗争警示教育专题片，提高

社会民众防范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对

党政军单位机关办公场所定期进行安

全技术检查，确保不出漏洞。

“维护国家安全应该说是在打一

场‘人民战争’。”白山军分区领导告诉

笔者，每个公民都应该加入到维护国

家安全的队伍中来，只有这样我们才

能打赢隐蔽战线的主动仗。

编辑点评 ■赵 利

隐蔽战线没有旁观者
“三军之事，莫重于密。”做好隐蔽

战线工作，事关军队建设大局和军事

斗争准备成败。古往今来，敌对双方历

来重视谍报工作，手段演绎的林林总

总。时至今日，借助高科技手段的优

势，间谍活动愈加隐蔽不易察觉，给国

家的安全利益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2014 年 11 月 16 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间谍法》颁布施行，这是依法

开展反间谍斗争的现实要求，也是维

护国家安全的长远发展需要。我们要

清醒地认识到隐蔽战线工作不仅关系

到国家、民族和军队的利益，而且关系

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在隐蔽斗争

上出了问题，不仅会给党和国家带来

重大损失，也会给个人和家庭造成严

重后果。隐蔽斗争工作是一项群众性

的工作，每个人都不是旁观者，都不是

局外人，人人都要积极参与，真正形成

群策群力，群防群治的局面。

菜单式扶贫，到点到位拔穷根
———湖南益阳军分区军地协手实施精准扶贫工作纪实

■张 文 伍立波 本报特约通讯员 陈 静

湖南益阳，素有“丽都”之称，却是

湖南省扶贫开发的重点市之一。党的十

八大以来，该军分区认真领会习主席

“精准扶贫”指示，瞄准贫困靶心，真心

扶贫帮困，立起了新时期子弟兵好样

子。“解放军，迷彩鞋，修路种田脚不歇；

帮咱们，脱贫困，感恩话儿说不完……”

这首情真意切的山歌是益阳群众对长

期以来帮助他们脱贫致富的军分区、人

武部官兵感激之情的真情流露。

精准识别：变“面上
掌握”为“逐户摸准”

近日记者一走进益阳市桃江县牛

田镇小坞村，就被墙上的“贫困户一览

表”吸引住了，公示里，刘永贵和其他

36 户贫困户的名字、组别等家庭信息

赫然在目。

“刘景星、吴建辉……这些都是我

们小坞村的精准扶贫对象，问题不大。”

刘永贵一边念着名字，一边略有所思地

点了点头，对笔者说：“在以前，谁是贫

困户，都是村干部说了算……现在好

了，都是军分区驻村帮扶干部‘一进二

访’精准识别，每年都要公示，群众要是

不服，还可以提意见。”

“对象识别精准，‘帮扶谁’的问题

就解决好了。”据益阳军分区司令员王

保胜介绍，去年军分区依照计划开展

“进村入户，访困问需，访贫问计”的

“一进二访”活动，对贫困户进行建档

立卡，确保贫困群众不漏一户，今年按

照军分区对象、目标、内容、方式、考

评、保障“六个精准”的要求，正在进行

新一轮大普访，目的是“因户施策”进

行精准扶贫。

“一进二访”活动过程中，军分区还

探索出了“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

强不强，四看家中有没有读书郎”的精

准识别“四看法”。比如“三看劳动力强

不强”：主要是摸清农户劳动力情况、家

庭成员文化程度、年龄结构、身体状况、

外出打工状况，估算家庭年收入。

通过“四看法”，益阳军分区对负责

帮扶的 7 个村共确定了 782 户、2190
名贫困对象。军分区政委曹友华说，目

前军分区已经全面启动了“一进二访”

工作，精准识别是一项重要基础性工

作，接下来是“对症下药”“定点滴灌”，

真正做到扶贫一户、脱贫一户。

精准发力：变“大水
漫灌”为“到户滴灌”

数据显示，“十一五”末，军分区本

级和各人武部结对帮扶的 14 个贫困村

贫困人口高达 8500 人，贫困发生率

27.9%。然而，军分区各级仅仅花了 3 年

多的时间，就让结对帮扶的 14 个贫困

村减少了 6600 名贫困人口，他们是如

何做到精准实施的？

参加完益阳安化县奎溪镇永兴社

区村永久组瞿晓明家中的贫困代表“座

谈会”后，对于他们的脱贫成效，记者不

再感到好奇。

会上，“迷彩村官”、安化人武部政

委熊杰给大家带来两个好消息：一是在

军地共同努力下，咱们黑茶马上要开启

网络营销模式了；二是县里准备在村里

搞一个集观光博览、农耕体验、科技示

范于一体的“黑茶文化展览馆”。

像永兴社区村一样，军分区本级和

各人武部针对各自结对帮扶的贫困村

实际情况，制定了贴近基层、贴近群众

的精准扶贫开发规划，甚至制定出每个

家庭的脱贫计划，变“大水漫灌”为“到

户滴灌”，真正让扶贫工作有目标、有计

划、有步骤、有措施。

对此，益阳市扶贫办主任陈春初

深有感触：“放在以前，扶贫就像大箩

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每年的扶贫

政策、资金不少，可都是撒胡椒面，效

果不大，还导致不少地方不愿脱贫。

现在不一样了，讲究的是科学分类，因

户施策。”

精准扶贫、全力攻坚，精准帮扶是

根本。军分区干部走村入户结下“穷

亲”，送政策、送温暖、送服务，不仅扶起

了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希望，更架起了

干群关系的“连心桥”。十二五规划以

来，军分区结对帮扶的多个贫困村被评

为小康示范村，多个村党支部被评为先

进党支部。

精准规划：变“短期
治标”为“长效治本”

有人说，全国 7000 万贫困人口脱

贫是“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最硬的任务。

益阳自然禀赋差、交通不通畅、经济基

础薄，在实现“不让一个贫困户掉队”的

过程中，如何做好扶贫可持续？

“单纯的‘扶钱扶物’的输血扶贫模

式，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在扶贫攻

坚中，更要扶人扶智，帮助贫困地区大

力构建特色产业、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多措并举增强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

力，通过‘造血’实现脱贫不返贫。”赫山

区人武部政委周太强告诉笔者，他们通

过产业扶贫、搬迁扶贫、教育扶贫等扶

贫方式，健全帮扶、投入、管理等机制，

不断提升自身的“造血”功能，变“短期

治标”为“长效治本”。

“山里的群众眼界不够开阔，要实

现彻底脱贫，还得靠干部多带一程。”军

分区副政委贺启明告诉记者，在扶贫攻

坚中他们选派分区干部驻村定户帮扶，

实行定点、定人、定责，保证每个贫困村

都有驻村工作组，每户贫困户都有帮扶

责任人，做到 3 年不变，一包到底，群众

不脱贫，干部不脱钩。

为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军分区

本级和各人武部积极开展助学支教，借

助军分区“2211”工程平台，与贫困村学

生开展“一帮一”助学活动，资助他们完

成学业，确保实现贫困村学生“零辍学”

目标。制定了到户到人的教育培训计

划，对困难群体实行分层次培训，精准

到户，授课到人。

建章立制是实现扶贫可持续、见长

效的关键和保障。军分区立足实际，先

后编制出台《扶贫开发纲要》《驻益部队

参与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实施方案》

等，努力实现变短期措施为常态长效，

有效防止返贫现象的发生。

因人因地提高扶贫实效
■益阳市委书记、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胡忠雄

习主席曾深情地讲到，“新中国成

立前，我们党是靠领导农民打土豪、分

田地夺取政权的，让人民翻身解放做了

主人，现在，我们党就是要带领人民脱

贫困、奔小康，让农民过上好日子。”

数据显示，从 2011 年到 2014 年，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 1.2 亿人左右减

少到 7017 万人，成就举世瞩目。这其

中，军队参加扶贫开发的贡献赢得社

会各界广泛认可和赞誉。回望战争年

代，我军担负着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

队职能，“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

成为美谈。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

在参加抢险救灾、支援地方经济建设

等方面同样卓有建树。当前，我国扶

贫开发事业已经从解决温饱转入巩固

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

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崭

新阶段。实施精准扶贫，人民军队同样

责无旁贷。

扶贫脱贫，关键在人。在一些地方，

扶贫工作之所以总是“涛声依旧”，与一

些干部找不准“穷根”，却热衷于大上项

目、大造声势、撒胡椒面的做法很有关

系。扶贫脱贫呼唤思想观念、工作方法

的变革与创新，呼唤一支沉得下去、真

抓实干的扶贫干部队伍。要坚持因人

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

型施策，做到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

治疗，不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提高扶

贫开发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要使

扶贫开发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衔

接，做到兜底保障全覆盖。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稳定脱

贫致富，离不开军地各级干部和群众

的共同努力。既需要各级干部尤其是

基层组织发挥引导作用，拿出过硬办

法和有效举措，进一步把扶贫开发各

项工作抓得更精、更准、更紧、更实、更

细；随着精准扶贫机制逐步建立，也需

要贫困群众自力更生，摈弃“等靠要”

思想，积极主动寻找适合自己的出路，

齐心协力补好扶贫开发这块“短板”，

使自己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

程中跟得上、不掉队。

■本版责任编辑 ／ 赵 利

益阳军分区驻村干部正在开展“一进二访”活动，精准访贫。 李建锋摄

1 1 月中旬，广西南宁警备区从实战需要出发，着重磨砺官兵超常意志品

质，练就敢于向生理和心理极限挑战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实战化能力。图为该

警备区组织官兵进行战术训练。 苏祥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