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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兴经济又强武装
■韩仁杰 邵 飞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永亮

客商云集 ,车流不息，位于山东省
临沂市兰山区的临沂商城每天都是一
派繁忙的景象。穿行其中，笔者发现，在
密集紧连的商铺间偶尔会有“迷彩绿”
的身影。

他们是谁？民兵吗？没错，这些“迷
彩绿”就是民兵。但人数这么少，遇有突
发事情，能起到什么作用？看到笔者疑
惑的表情，兰山区人武部军事科参谋侯
庆宝笑着解释道：“散是满天星，聚是一
团火。你看到的民兵只是负责维护日常
秩序的，还有的值守在其他岗位 ,更多
的是在自己商铺的经营岗位上。一有紧

急情况，这些分散在市场四面八方的民
兵队员便会迅速聚集。”

临沂商城由五大市场集团 134个专
业批发市场组成，是全国最大的商品集散
地之一，为了给商场增设一支专业高效且
可以快速出动的安全保障力量，区政府和
市场管理层就把目光投到了民兵身上。

据兰山区人武部部长周永前介绍，
2011 年，兰山区委、区政府和区人武部
就确立了“围绕市场办民兵，办好民兵
兴市场”的建设思路，经过多年的实践，
他们逐步探索形成了“楼宇化编组、网格
化管理、一体化建设”的民兵工作新模式，

产生了“强武装、兴市场、保稳定、促发展”
的多重效应。

在临沂商城,笔者留意到,五大市场
都各设有武装部，每个武装部内均悬挂
着一张市场民兵分布图。据工作人员介
绍，为消除管理上的盲区和死角，他们
按照市场经营门类和功能区划，将商城
划分为 20 个一级网格，然后根据每个
网格内市场和社区数量，进一步划分为
数量不等的二级网格，最后按照每个市
场和社区规模、范围，划分为若干个三
级网格。
“每一级、每一个网格都相应明确

了市场民兵的数量、职能任务和隶属关
系，形成了严密的民兵组织体系和市场
防控体系。”侯参谋告诉笔者，目前兰山
区人武部依托临沂商城主要市场集团
为单位，组建了 4 个民兵执勤大队、32
个中队、l66 个执勤点，1000 名民兵常年
活跃在市场建设管理一线。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市场民
兵配合市场管理部门，先后打掉制假贩
假窝点 140 多个；配合公安机关先后抓
获各类违法犯罪人员 800 多人；消除安
全隐患 600 多个，扑灭大小火灾 20 余
起，化解纠纷 400 余起。

当然，没有金刚钻，也揽不了这瓷器
活。据笔者了解，兰山区人武部不仅对市场
值勤民兵实行连队化管理，还请消防、公
安、特警等专业人员，对民兵队员进行擒拿
格斗、消防灭火、排爆洗消等专业训练，每
年组织一次千人规模的检验性综合演练。

行走在边防线上
■胡启精 李 顺

“继承先烈遗志，忠诚戍守边关，
建设稳固国防！”的誓词响彻云霄，3 月
上旬，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民兵新闻宣传分队组织中央、省级媒
体驻德宏的记者及州内媒体的部分记
者来到畹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
念碑，深切缅怀忠魂英灵，共同追忆烽
火岁月。

在中缅边境 92 号界碑前，云南日
报记者王云瑞一笔一画描完“中国”二
字后，心情格外激动：“界碑在我面前，
人民在我身后，责任在我肩上，祖国在
我心中！”他表示，跟着德宏的民兵新闻
宣传分队一起走边防、进哨所、蹲坑道、
钻猫耳洞、穿越生死线，真是上了一堂
鲜活的国防教育课。

提及德宏州民兵新闻宣传分队，知
道的人都会说：别看这支队伍成立时间
不长，还有些青涩，但他们自组建以来
就一直活跃在边防线上，不仅大力宣传
国防教育，还对德宏的边境管控、应急
处突、双拥共建等工作进行及时全面的
报道，成为德宏驻军部队和国防后备力
量宣传的一张闪亮名片。

德宏州民兵新闻宣传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州委宣传部副部长赵云山告诉
笔者，这支民兵队伍是去年刚刚组建
的，由包括云南日报在内的媒体的 40
余名记者组成，一组建便在第 16 个全
民国防教育日的宣传活动中大显身手。
他们不仅在州内五县市区繁华闹市、公
园广场、车站机场等公共场所开展了丰

富多彩的“宣讲活动，还进村入寨发放
宣传手册，并配合国防教育讲师团完成
巡回报告，反响很好。
“大姐，今年烤烟长势好，收入肯定

能翻一番。你看国家又出台了惠农政
策，这日子会越过越红火……”今年“两
会”，惠农新政不断抛出，宣传分队迫不
及待地走村串寨，深入田间地头，将这
些好消息讲给村民们听，并发放“两会”
资料，让他们及时了解掌握“两会”信
息，并针对大家最关心的城乡居民医
保、义务教育、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光

纤入村等问题进行解读。
芒市中山乡曼丙村景颇族老奶奶

李秀珍听了宣讲后，激动地拉着队员张
雪青的手说：“我活了 92 岁了，看着寨
子一天一天好起来，政府帮我们盖了小
洋楼，看病吃药村里卫生室就能解决，
水泥路还修到家门口。”
“是啊！现在我们穿得暧，吃得饱，

老了还有养老保险，党的政策实在是太
好了！”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谈起发展
带来的变化和得到的实惠时，都露出幸
福的笑容。

抓住飘在云端的数据
■■单爱根 张碧辉 本报特约通讯员 阮若水

说起大数据，不少人马上会联想
起几个词：科技、海量、云端……

在安徽省淮南军分区就有一支把
飘在云端的数据“抓”下来的队伍。他
们年纪轻轻，却能聆听数据发出的“声
音”；他们没有孔武有力，却能把大数
据“化大为小”，用数据支援保障了一
个个任务圆满完成。他们就是淮南新
型高技术民兵分队。

自带光环，能量爆棚

专业专长人员占比 90%，党员占
60%，平均年龄在 29 岁，研究生学历占
75%，还有 4 名博士。这支 80 人的民兵
高技术分队刚一组建，就自带光环。

数据分析师王鑫磊是一个数字控，
喜欢一切关于“数”的东西。“能成为支
援保障分队的一员，我很骄傲，没想到
自己的专业还能为国防服务。”王鑫磊
介绍说，他主要从事数据的挖掘和分
析工作，再运用算法来解决问题。
“让大数据为国防动员服务，需要

一支专业的读‘数’大军。”军分区参谋
长郁智说，大数据平台有海量的数据，
需要借助各类分析软件，通过数据建
模进行定量分析，专业人才短缺正是
制约国防动员进入大数据时代的瓶颈
所在。

2012 年，淮南市被国家列入第一
批“智慧城市”试点，由此走开了一条
发展大数据产业的转型之路。经过几
年的培植，不仅建成了能为华东地区
乃至全国大数据产业发展提供服务的
平台，还有了 7 大院士工作站、9 家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6 所高校、10 余家科
研院所，为大数据基地发展提供着源
源不断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人才的汇集，给高技术民兵分队
编组提供了契机。2015 年 3 月，在市大
数据办公室的支持下，这支队伍千呼

万唤始出来，让国防动员走进了大数据
时代。

整合神速，赢得点赞

4.5 小时，数据类的国防动员潜力
信息采集完成 93%以上。这是民兵高技
术分队交出的国防动员潜力数据采集
成绩单。让从事动员工作 5 年的淮南军
分区动员参谋谢伟感到不可思议。

“以往从部署任务到数据汇总，至
少需要一个半月以上，没想到他们这么
快就完成了。”谢伟说，之前国防动员潜
力调查数据大多以离线采集，逐级汇总
的方式，还涉及各行业系统单位的协
调，效率低、易出错、周期长、更新慢。

感到吃惊的不止谢伟一人，谢家集
区人武部参谋王兵对以往潜力数据采
集过程的麻烦记忆犹新，他曾为了水库
年径流量的数据，四处奔波。
“我们现在将国防动员潜力信息系

统接入大数据中心，只需轻点鼠标，就
能采集到符合系统要求的潜力数据。”
数据管理员张莽介绍说，该数据平台依

托“互联网+政务服务”大数据平台建
设，已将城市公共信息平台、城市公共
基础数据库、社会管理信息化 3 个项
目，市直 51 家单位数据统一纳入平台，
整合 406 类约 5.1 亿条数据资源。

数据铺路，畅通无阻

每当夜幕初降，车灯亮起一条条
“长龙”，但这种城市特有的风景却令众
多有车族烦恼不已，那个堵啊！对此，淮
南军分区司令员刘礼叶更多的则是担
忧。“如果这个时候发生紧急情况，我们
的队伍能否按时到达指定位置？”

2016 年 4 月，平安淮南保障工程
全面完成，全市交通视频监测覆盖率达
到 75%以上，交通信息实现全覆盖。民
兵高技术分队通过实时监控视频，运用
视频识别算法，可以轻松获得一条或者
多条复杂道路下车辆的分布和行驶情
况，从而选择最优路径，终于让“堵”这
个老大难问题迎刃而解。

“如果一天的交通视频由人工处
理的话，需要 5 万个人 24 小时不间断

地计算。”民兵高技术分队队长王军介
绍，现在他们只需要 4 个人就可以在
短时间内数清楚有多少辆车往哪个方
向走了。

2016 年 7 月，连日的大雨让淮河
出现汛情，内涝现象也较严重。军分区
命令城区的应急分队紧急驰援，3 支水
上抢险分队和载有 21 艘冲锋舟的车队
从不同方向奔赴灾区，高技术分队在大
数据中心不停的发出指令，分别引导 3
支车队避开拥堵和内涝严重地区，最后
3 支队伍全部提前到达预定地域，圆满
完成救援受困群众的任务。

这支分队不仅能从海量的数据中
挖掘出有用的，还能获取以往采集不到
的数据。很多国防动员潜力数据，行业
系统掌握也不全面，像山地面积、丘陵
面积等数据，数据库中显示的都是“0”。
现在，他们利用卫星测绘数据和遥感影
像就能制作出电子地图，让国防动员潜
力数据库不断完善。

压题照片：民兵高技术分队利用大
数据平台进行数据分析运算，为国防动

员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邵 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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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到雪山，处处有民兵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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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群众举报，通天河沿岸有一伙不
明身份人员正向生态核心保护地域流
窜，请你部迅速派出民兵盘查！”3 月初，
青海玉树曲麻莱县人武部接到命令，担
任战备值班任务的该县约改镇生态民兵
应急排迅速集结 18 名队员，赶往任务地
域，协助地方公安成功抓获了 5 名疑似
盗猎人员。
“作为长年驻守在三江源的部队，必

须树立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守土负责的
意识，主动作为投身驻地生态文明建设。”
省军区政委李宁在采访中告诉记者。

青海玉树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是长
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江河”的发源地，而
玉树曲麻莱县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
园区”体制试点县。虽然三江源的生态保
护和环境治理已持续 10余年，生态退化
趋势有所遏制，但由于生态治理过程中管
理权属不清、职能交叉、执法缺乏合力等
问题，使得生态保护任务依旧繁重。

习主席在青海视察时强调指出，青
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
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必须把生态文
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来抓，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
障，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相统一。因而，保护好三江源，保护好
“中华水塔”是青海军民义不容辞的重大
责任，来不得半点闪失。

2016 年，青海省军区指导玉树军分
区与当地政府联合，把民兵队伍建设和
驻地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形成了“融
合抓、统筹抓、合手抓”的创新模式，要走
出一条军民融合齐保生态的新路子。曲
麻莱县制定出台了《关于将生态管护人
员纳入民兵编制的实施意见》，将分散在
各乡镇、村舍的生态管护人员，按照县建
连、乡建排、村有班的编制模式 ,以 1 个
应急连、6 个应急排、32 支储备分队的建
制序列，全部纳入民兵编组，所需经费由
省级财政全额负担。

民兵连连长、排长和分队长分别由
县人武部副部长、各乡镇武装部部长、各
村村长担任，同时党、政有关部门领导兼

任相关职务，做到了队伍规整、组织健
全、领导有力。
“要精准编配优质资源，从基础开始

提高建设这支生态管护民兵队伍的质量
水平。”曲麻莱县人武部部长刘春延在采
访中告诉记者，在人员的聘用选拔上，这
个人武部着眼履行使命能力的要求，做
到“三清楚、三不编、三优先”，即：政治履
历清楚、现实表现清楚、社会关系清楚；
思想表现差的不编，老弱病残的不编，不
符合民兵编兵条件的不编；退伍军人优
先，年轻力壮的优先，大学生优先。据悉，
目前该县在编的 225 名基干民兵、877
名普通民兵全部都是生态管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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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民兵正在排查火灾安全隐患。韩仁杰摄

曲麻莱县的生态民兵正在训练。刘春延摄

德宏州民兵新闻宣传队与界碑合影。李 顺摄

早上 7 时 30 分，城市的拥堵病开始发作。安徽淮南大数据中心的几名民兵运用视频识别算法，轻松地
就在茫茫车流中寻到一条最优路径，以待执行任务的车辆顺利通行。此时，在青海省玉树州的三江源保护
区，这里的民兵也早早起了床。3 月的青藏高原依然寒冷，大家穿上厚厚的大衣，携带好装具，开始了一天的
巡逻工作。沿着玉树州向东 1700 多公里，山东临沂市兰山区的临沂商城已开门营业。在这个有着 134 个批
发市场的商城内，民兵们穿梭其中，执勤、站岗，偌大的商城井然有序。镜头再调转到西南边陲，云南德宏州
的一队民兵，正带着宣传材料赶往边寨，他们要把“两会”最新的惠农政策尽快送到村民手中……这几支队
伍是广大民兵的一个缩影。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的不断深化，在新体制新任务新要求下，民兵的职能作用不
断拓展。请随着记录者的笔锋，一同走近他们，看看中国民兵的好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