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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国家安全 助推国防建设

２０17年 4月

18日
星 期 二

２０17年 4月

18日
星 期 二

丁酉年三月廿二

吉林省辽源军分区开展谈心交心活动

凝心聚力促改革
本报讯 袭林、赵延存报道：连日

来，吉林省辽源军分区紧贴官兵思想动
态，又开始了群众性大谈心活动。上至
军分区常委、下到普通战士，纷纷敞开
心扉，讲认识、谈体会、说疑虑，增进了
内部团结，凝聚了军心士气。军分区政
委马德国告诉笔者：“在国防和军队改
革的深化期、官兵思想的活跃期，广泛
开展谈心交心活动，旨在强化政治意
识、强化纪律意识、强化奉献意识、强化
安全意识，帮助官兵解疑、解忧、解难，
从而确保官兵思想稳定、确保部队安全
稳定，为圆满完成改革任务提供有力的
思想政治保证。”

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展开以来，针
对部分官兵出现的等靠观望思想和“消
极懒政”行为，该军分区党委“一班人”感
到：要想确保改革期间部队安全稳定，保
持官兵思想稳定是关键。为此，他们在认
真抓好改革专题教育的基础上，在全区
官兵中广泛开展了谈心交心活动。

活动中，他们采取“四谈”法，切实
掌握了官兵的思想底数，即：规范内容
系统谈，明确了学习、思想、工作、家
庭、对外交往等 10 个方面谈心重点；区
分层次逐级谈，上下级之间逐一谈心交
心；侧面了解深入谈，通过向官兵家属

电话询问等途径全面掌握官兵的现实
表现和实际困难；注重分析有效谈，为
每名官兵建立谈心档案，认真分析官兵
思想动态，及时研究制定措施。为增强
谈心活动实效，他们坚持解决思想问题
和解决实际困难相结合，着力在解疑释
惑、解除忧虑、解决困难上下功夫、求
实效。9 名计划分配的转业干部先后安
置进入党政机关和公务员队伍，先后有
33 人次得到救济，累计发放救济金 7.9
余万元。

他们坚持党委统揽，注重强化各级
党组织的责任意识，把抓谈心活动的成
效，作为评价班子凝聚力战斗力执行力
的重要内容；纳入单位评先条件，作为
衡量单位全面建设水平的重要依据；纳
入军官考评考核，作为确定领导干部是
否称职、合格的重要指标。同时，他们还
建立完善了定期谈心、情况汇报、形势
分析和检查督导 4 项制度，确保了谈心
活动的有效落实。广大官兵思想稳定、
安心本职，军分区全面建设实现了健康
稳定发展。

“就是想让后人永远记住他们的容颜和事迹”

80后摄影师用镜头为老兵“立传”
■梁昌明 孔 浩

清明节期间，来自上海的 80 后摄
影师张晨路专程来到山东枣庄，用镜头
记录下部分抗战老兵。这是他“抗战老
兵公益拍摄千人计划”中的重要一站，
27 位抗战老兵“走进”了他的镜头。

张晨路 1988 年出生于山东单县，
大学毕业后到上海，成立了摄影工作
室。去年 11 月，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晨
路遇到了正在进行抗日老兵口述调查
采访的志愿者薛刚。一番交谈后，他对
薛刚和其他志愿者正在做的关爱老兵
一事肃然起敬，遂决定加入志愿组织，
用手中的相机，为抗战老兵“立传”。张
晨路说：“我用我微薄的力量，为老兵们
拍摄一张最伟岸的照片，就是想让后人

永远记住他们的容颜和事迹。”
于是，张晨路放弃了每个月两三万

元收入的工作，拿出全部积蓄，辞别妻
子和年仅一岁的女儿，全身心投入到老
兵的拍摄之中。4 个月的时间里，他独
自驾车，带着一床棉被，奔走于安徽、河
南、江苏的城市和乡村之间，拍摄了近
百位抗战老兵。为了减少开支，张晨路
吃住都在车里，可即便如此，开销还是
很大。他曾一度想把自己的车卖掉，以
筹集下一步的拍摄经费。

来枣庄后，张晨路在枣庄市关爱抗
战老兵志愿者的帮助下，利用 6 天时
间，先后赶往峄城区、市中区、薛城区、
滕州市等地，拍摄了原峄县县大队队员

李存义、韩存灼、韩广明、梁克宜、吕学
仁、杨清平、褚庆喜，鲁南军区文工队队
员王恩赐（女），运河支队队员周广振、
孙法胜、褚庆照，八路军 115 师 686 团
战士杜法嘉，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队
员李骥，原国民党少将庄兴元的夫人、
国民革命军 14 军 84 师童子军李新民
（女）等，共计 27 位抗战老兵。

前往峄城区吴林街道土楼
河村准备拍摄运河支队铜山大
队神枪手王保叶老人时，才知
道老人刚刚去世。怀着深深的
感伤和遗憾，张晨路和志愿者
们含泪吊唁了老人。张晨路说，
目前健在的抗战老兵大部分都

90 多岁了，有的甚至已百岁高龄，拍摄
工作刻不容缓。谈及下一步的打算，他
说，准备用 3 年左右的时间，走遍全国，
拍摄一千位抗战老兵，记录下他们的故
事，将来捐赠给纪念馆，或编成一本书，
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民族英雄。

上图：张晨路（右一）给老兵王恩赐

（右二）看拍摄的照片。 孔 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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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

成改革正在进行，“脖子以下”改革

正压茬推进、纵深挺进，新体制呼唤

新角色，新职能要求新作为，新使命

企盼新担当。笔者认为，随着军队编

制体制的改革落地，亟须官兵革故

鼎新、换道改频，重整行装再出发、

迎大考。

国防和军队改革是“试金石”，检

验优秀的军人；也是“磨刀石”，塑造

优秀的军人。此轮深化国防和军队

改革，从结构体系的重组到政策制度

的设计，从组织形态的再造到治军理

念的改造，可谓是套路全变、课题全

换。是与时俱进、以变应变，还是故

步自封、以不变应万变，要求我们每

名官兵必须作出抉择。

毋庸置疑，“眼前有了繁花，并

不代表手中就有了鲜蜜。”国防和军

队改革是军队体系自上而下的重

组，要求全体官兵自身从里到外重

塑，这不仅是在回答改革之题，更是

在回应强军之要。官兵自身不重塑，

体系重组再好军队也难重生；官兵

思想不转轨，交接转隶再顺军队也

难转型。唯有每名官兵主动进行“二

次革命”，走出“过去式”、走进“未来

时”，思想上突围、行动上突击、本事

上突破，积极适应新体制、履行新职

能、担当新使命，改革强军才不会沦

为一句空话。

马克思说：“最先朝气蓬勃投入

新生活的人们，他们的命运是令人

羡慕的。”然而，面对改革强军这一

难得历史机遇，不容乐观的是，有的

官兵身已到战区，心却还停在军区，

联合起来“形联心散”“貌合神离”；

有的进入了新环境、走上了新岗位，

却还是“穿新鞋走老路”“拿新瓶装

旧酒”；有的作战方向调了、担负任

务变了，却依然找老办法、套老战法

等等。

“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

此，不亦惑乎？”同样，旧体制的“图”

索不到新体制的“骥”，机械化的

“票”登不上信息化的“船”。面对新

体制的考验、新职能的检验、新使命

的挑战，倘若官兵观念不改造、能力

不升级、状态不切换，转型建设就不

能换挡提速、跨越转型、浴火重生，

很难适应部队未来的发展，很难打

赢现代化信息化战争，改革也就失

去应有的作用。

“远飞者当换其新羽，善筑者

先清其旧基。”面对改革这场避不

了、躲不掉的时代大考，每名官兵

都要勇敢肩负起领跑转型的责任、

扛起创新开路的担当，每日自警自

省“新的联合体系有了，攥指成拳

的能力有没有”“新的运行机制有

了，乘风破浪的素质有没有”，等

等，重整行装，重勘征途，打破旧观

念，破除旧体制，既转“身子”、又换

“脑子”，主动作为、创新机制、积极

融入，切实以锐意进取、开新图强

的精神闪亮出征，以拥抱未来、追

潮逐浪的姿态昂首前行，如此方

能融入新环境、适应新节奏、开启

新模式，向着改革强军征程奋勇

进发，勇夺世界一流军事强国的

大旗。

国防后备生：有效的征兵机制创新
———探寻山东省高密市征集高素质兵员的奥秘

■刘加楼 徐 强 本报记者 商自波

一项工程凝聚全民国

防情结，让高素质兵员征

集不再难

“不仅接受国防教育的学生达 13 万
人次，而且辐射带动 4 万多个家庭。”谈
起国防后备生工作形势，高密市副市长
付联宝首先举出这样两个数字。

2014 年市委议军会，面对征兵工作
落后的工作形势和全市没有一所高校
支撑的实际情况，他们确定在高密四中
实行国防后备生制度试点。2015 年 7
月，高密四中交出的“答卷”让人喜出望
外：当年不仅考上大学主动要求先入伍
的学生有 58 人，而且国防后备生这个
群体的学习成绩高出平均分数 29 分，
尤其是他们的自我管理意识、率先垂范
意识明显强于其他学生。在市政府办公
会上，大家一致同意把这项活动延伸到
全市 151 所中小学校。每年 3 月和 11

月，是学校师生期待的日子：聘请的国
防教育专家和部队立功受奖官兵，走进
中小学校巡回开展“国防大讲堂”活动，
讲国防形势，讲红色故事，讲军旅经历。
目前，人人关心国防、家家爱军拥军，在
高密市已蔚然成风。

愈发完善的国防后备

生工作机制，使兵员质量

节节攀升

2016 年，高密市以 74.6%的大学生
征集比例走在全国前列，而 2014 年，全
市大学生征集比例还因 16.1%被省征兵
办公室通报批评，短短 3 年时间就从“束
手无策”到“走在前列”。

记者走进高密四中教学楼，首先映
入眼帘的就是全校 116 名新发展的国防
后备生公示栏。高密市教育局局长杜启
强介绍说，为确保国防后备生选拔培养
质量，全市探索建立 5 项工作机制。

———考核准入。新生入学，学校选拔
品学兼优、热爱国防的学生跟踪观察，3
个月后根据综合表现确定为国防后备
生，逐人建档造册、跟踪培养。

———科学编建。学校组建国防后备
生大队，级部设置国防后备生区队，班级

成立国防后备生小组，向大队授予队旗，
给学生配发胸标，并健全完善表彰激励、
末位淘汰等培养管理机制。

———骨干培训。市财政建立国防后
备生工作基金，选拔班主任和德育教师，
担任国防后备生工作骨干和军事教员。
市人武部编印工作手册，组织业务集训。

———活动培养。把开展入队宣誓、主
题班会、国防讲堂等一系列活动，作为德
育课的主要内容嵌入教学课程，培养树
立学生的国防观念。

———考核表彰。市教育局、人社局对
国防后备生工作开展专项督导评估，其结
果作为评选国防后备生工作先进单位和
个人的依据，每年教师节组织表彰奖励。

健全的组织领导，配套的制度机
制，激励着青年学子全面成长成才。据
了解，全市目前国防后备生队伍发展到
2.1 万人，700 多名国防后备生被省、市
评为三好学生，先后有 1112 名国防后
备生应征入伍。

愿意留队的多、当骨

干的多、立功受奖的多，踏入

军营就有热血担当

“事实上，国防后备生工作带来的改

观远不止此。”谈起此项工作带来的后续
效应，市人武部部长童光江如数家珍：
“不仅兵员质量好了，而且高密兵愿意留
队的多了、当骨干的多了、立功受奖的多
了、考取军校的多了……”

童部长给我们看了一组数据：2014
年该市征集 400 名新兵，2016 年他们中
有 273 名同志选择继续留队服役，比例
高达 68.25%。据市人武部跟踪掌握，
2015 年征集入伍的 420 名兵员中，326
名明确表达留队意向。

想留队是因为有奔头。据空军某部
旅长任东玮介绍，高密兵员综合素质全
面、适应环境较快，不少兵第一年就崭
露头角，第二年就当连队骨干，多人在
各级比武竞赛中争得名次，许多同志更
是连队重点保留的对象。2014 年入伍到
某部服役的战士迟春龙说：“国防后备
生经历让我在部队适应更快、起步更
早、发展更好，第一年就树立起了自信
心，第二年我就成了业务尖子，也让我
更想留在部队发展。”据统计，2014 年以
来，高密市民政局共收到部队发来的立
功喜报 109 份。

一项国防后备生工程，探索出了新
形势下兵员征集的新模式。对此，山东省
军区副司令员周月星深有感触：高密培
养国防后备生的做法，对当前正在展开
的依托职业类院校建立“兵员储备基
地”，推进“从面向社会粗放式临时动员
征集，向直接从储备基地实施定向精准
征集”全面转型的兵员征集工作提供了
有益启示，也为强化全民国防教育的有
效落实探索了路子。

编者按： 去年 3 月，本报刊发消息《“国防后备生”破解高素质兵员征集难》，报道了山
东省高密市的征兵创新举措，使这个没有一所高校支撑、而大学生入伍率却高达 49.8%的
县级市，引起各界关注。近日一组调查数据同样令人振奋：2014 年高密籍 400 名新兵留队
服役 273 人，2015 年 420 名新兵有留队意愿 326 人。时隔一年，记者再次来到山东高密，进
一步探寻高密市征集高素质兵员的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