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军报社主办 第3553期
ZHONGGUO GUOFANGBAO

关注国家安全 助推国防建设

2017年12月

7日
星 期 四

丁酉年十月二十 网址：http://www.81.cn
投稿邮箱：zggfb@jfjb.com.cn

代号1-188 国内统一刊号：cn81-0002/(J)

中国国防报
微信公众号

“昔日戍边卫国守高原，今朝荣归
故里下厨房。”近日，浙江省瑞安市军旅
主题餐厅——“老战友鱼头王”经过短
暂改造升级后重新开始营业，人来人
往，好不红火。看着生意兴隆的场面，
饭店老板陈足朝高兴地说：“‘老战友鱼
头王’能走到今天，多亏了市政府和人
武部的无私帮助。”

原来 3个月前，瑞安市人武部缪干
事外出办事经过一家饭店时，发现该店
服务员身着制式 07式短袖常服在门口
招揽客人。《军服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
止使用军服和我军曾经装备的制式服装
从事经营活动。缪干事意识到饭店此举
不妥，立刻来到店里与老板陈足朝进行
了沟通。听了缪干事的一席话，陈足朝
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立即吩咐所有
服务员换下制式军服，并承诺以后坚决
不再违反规定，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

此事虽小，却引起了该市人武部领
导的高度重视。为此，他们专门登门走
访，进一步了解该店的经营情况。原
来，饭店老板陈足朝是一名曾在西藏服

役的退役军人。2016年春节，他和几名
战友一起创办了一家军旅主题餐厅，店
里服务员也均为退役军人。但是由于
经验不足、管理不善，饭店一直处于亏
损状态，几名手头拮据的战友也打起了
退堂鼓，这次用服务员穿制式军服招揽
客人也是一时头脑发热。

该人武部领导了解到情况后，认为
退役军人自主创业不容易，人武部有责
任对退役军人创业行为进行规范的同
时，并给予充分的关心支持。为此，他
们多方协调积极为该餐厅争取政府优
惠政策，并将该饭店列入瑞安市政府公
务接待定点饭店名单；考察市场后，他
们专门为该饭店量身订制了升级改造方
案；瑞安军地领导还积极通过自己手中

资源当起了“老战友鱼头王”的义务广告
宣传员，经常在朋友圈转发饭店广告和
优惠信息，为饭店聚集了大量的人气。

重新走进“老战友鱼头王”餐厅，仿
佛置身于军旅主题纪念馆，只见店内物
品摆放整齐利索，服务口号均是部队用
语，墙壁贴满了部队老照片和写满了军
事知识，菜品设计和包厢名称都带着浓
浓的军事元素。正在店内用餐的一名
食客告诉笔者：“我们都是退伍军人，来
这里吃饭吃的不仅仅是味道，还有那种
在部队吃大锅饭的情怀！”一位带着小
孩过来就餐的顾客说：“孩子是个军事
迷，就爱来这里吃！吃饭之余还能体味
很多和部队有关的东西，对孩子也有一
定的教育意义。”

餐厅利用军服营销，叫停
创业喜获政策支持，点赞

■余峥嵘 陈 漫

11月20日17时，河南工学院大操场，一群迷彩青年的活动吸引了众多师生
驻足观看，这是该校国防志愿教导团正在进行趣味性军事拓展训练。该校以复学
退役大学生士兵为骨干，吸引有共同兴趣的学生成立国防志愿教导团，成员每天
身着迷彩，在校园开展丰富多彩的军事体育活动，成为校园一道亮丽的风景，也成
为独特的征兵宣传窗口。图为教导团成员正在进行趣味性训练。 谷巍峰摄

已是初冬，黔南长顺依旧暖意融
融。11月 3日下午 1时，记者一行从县
城出发，驱车沿着盘山公路蜿蜒而上，
前往长顺县人武部的定点扶贫村——
敦操乡打召村。这是敦操乡最偏远的
村寨，以前村民到乡里办事购物，最远
要走5个多小时的山路。

“现在不一样了！就在一周前，斗
麻村打乔组公路通车了，敦操乡实现了

‘组组通’。都说要致富先修路，修路这
事人武部和咱民兵的贡献可不小……”
看着沿途不断经过的客运车和校车，同
行的敦操乡乡长金光才打开了话匣子。

“明年你再来，我们打召村还会率
先实现‘户户通’，比全乡的计划提前一
年！这是人武部的扶贫点，穿军装的就
要勇争先，脱贫攻坚战场也一样！”人武
部部长凌春发笑着发出邀约。

有形背篼化为无形责任

车行山间，两侧是典型的喀斯特地
貌，石头山一座接着一座。石山，在外
来人眼里是风景；而在敦操乡群众心
里，却是横亘在脱贫致富路上的顽石。

由于地处偏远，人均可耕地不足 1
亩，加之土地贫瘠、石漠化严重，敦操乡成
了国家级极贫乡镇。“一袋肥料累倒一个
壮汉，一包盐巴要走一天”，是当地交通状
况和群众生活的真实写照。因为穷，这里
一度各项建设严重滞后：调整产业结构无
人接受，征兵没人报名。1994年，贵州都
匀军分区和长顺县人武部扶贫工作队对
口帮扶敦操乡。从此，扶贫队员每次进村
都要背上背篼，装满化肥、种子等生产生
活物资，攀爬在陡峭山路上，个个练就了
一双“铁脚板”。10多年间，背篼将物资背
进山里，将信任背进百姓心里，也将责任
装到了党员干部脑海里。在军地共同帮
扶下，敦操乡的面貌慢慢在改变。

2015年 11月，习主席在中央扶贫开

发工作会议上向全党全国全军全社会发
出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动员令，
要求在5年内帮扶7000多万农村群众脱
贫。这是加速脱贫攻坚的战斗命令。长
顺县人武部立即行动起来，将敦操乡最
穷的打召村确定为定点脱贫帮扶对象。
此时，虽然公路已通到村头，可村容村貌
以及村民的精神气依然让人心忧：人畜
混杂、垃圾乱倒，村民等靠思想严重，缺
奔小康的心气儿。“有形的背篼我们可以
卸下了，可不能忘记一心为民的背篼精
神！靠这股精神，我们一定能决战决
胜！”人武部向干部职工下达了动员令。

从送米送面到送致富项目

军队最擅长的就是打攻坚战！在
走村入户调研的基础上，人武部将村里
最困难的45户列为结对帮扶对象，每名
干部职工对口帮扶2户，明确增收目标；
制作“联亲行动责任牌”，张贴在结对帮
扶群众家中；人武部驻村干部进驻村

里，成为群众身边的工作队；与此同时，
注重发挥民兵组织的作用，在村里组建
民兵连，将致富能手、思想积极分子纳
入其中，树立致富典型，推动脱贫导向。

“山顶上唱响了军歌，一个连的民
兵开进了我的苹果园……”凤凰坝退役
军人王森林清楚地记得，去年冬天，县
人武部结合民兵战备拉练，将民兵队员
成建制拉到这里。民兵们白天进园里
帮助除草、施肥、改种，晚上就在园子外
搭帐篷宿营。“热闹的劳作场景引来附
近大批村民围观，在乡里的脱贫致富行
动中传为佳话，更为贫困群众起到了很
好的激励示范作用。”凌春发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言谈间，车停了，到达该村新花
组。眼前，四五米宽的水泥硬化路、每
家门口竖着太阳能路灯、四米高的垃圾
收集燃烧池……迎面，打召村致富带头
人柏七胜笑着走来：“村里这两年的变

化超过了过去几十年！”
柏七胜告诉记者，前些年，“背篼干

部”上门时都会问“你家缺什么？”“下次
需要我帮你带点啥？”现如今，穿军装的

“背篼干部”也不时上门，送来的是国家
的惠民新政策以及致富的好项目。

靠山吃山。针对当地实际，人武部
多方协调，帮助打召村建立起中药材钩
藤、黑毛猪、绿壳蛋鸡等特色农业种植
养殖产业。柏七胜和妻子一起经营黑
毛猪养殖，“目前一共有包括 20头母猪
在内的 50头猪，1年 1头的净收益就有
5000元！”柏七胜告诉记者，养猪场还吸
纳了 8户该村没有劳动力的贫困户入
股，这些贫困户不仅年底可以分到 500
元红利，3年后还可得到一头母猪。“人
武部出资帮建，还常请来专家现场帮
带，我计划明年养殖规模再扩大一倍，
带动更多的村民致富。”

“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扶
志、扶智，真是点到了问题的最深处。”人
武部驻村干部彭忠平告诉记者，敦操乡

少数民族约占总人口的 99%，语言和生
活方式上的隔阂加大了扶贫难度。为
彻底改变当地面貌，他们鼓励年轻人外
出就业创业，在拓宽增收渠道的同时，更
把美好的生活理念带回村子；通过改善交
通条件和居住环境，用现实的变化激发村
民争当“光荣脱贫户”的积极性；开展农村
实用技术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

“敦操乡回来了3名退伍兵，把他们
培养成乡村振兴主力军”“完善打召小学
多媒体教室，让孩子们在深山也能享有
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协调通信基站建
设，加快信息化步伐”……翻开凌春发的
帮扶记录本，记录在不断更新。“土地承
包新政策、乡村治理体系……”走进社区
服务站、青年民兵之家，人武部民兵脱贫
攻坚工作队正在 23.5平方公里的山区
向村民宣讲十九大精神……

告别敦操乡时，日已西斜，夕阳为村
寨镀上了一层金边。“这片绿水青山一定
也会成为金山银山！”望着热情相送的乡
亲们，凌春发说，“明年，一定脱贫！”

“背篼干部”:背出苗寨新希望
—贵州省长顺县人武部开展精准脱贫工作见闻

■本报记者 单慧粉 鲁文帝 特约通讯员 赵温祥 强 维

“背篼干部”曾是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一缕暖人“风景”：10多年前，位于麻山腹地的该县敦操乡
交通不便，乡村干部下乡进寨工作时，用背篼为分散居住在深山里的乡亲捎带日用品，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背篼干部”。
1994年，长顺县人武部扶贫工作队对口帮扶敦操乡后，背篼也成了干部职工的“标配”。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昔日偏僻
的村寨通了公路，零散居住的村民搬进了移民新村。然而，卸下身后有形重担的“背篼干部”们又背起了新的重任——完成
十九大提出的2020年脱贫摘帽任务。11月上旬，记者来到麻山腹地，记录下他们的新征程。 ——编 者

几年前，背篼是扶贫干部的“标配”，人武部干部职工帮群众将生活物资背
进村寨。 赵温祥摄（本报资料照片，2014年5月21日刊用）

11月24日，都匀军分区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报告会在扶贫点展开,将党
的好声音传到苗乡群众心中。 赵温祥摄

最近，网络谣言再一次成为公众关
注的焦点：

11月 30日，福建晋江法院作出一审
判决，对年初制造“塑料紫菜”网络造谣事
件的被告人王某祥，以敲诈勒索罪，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

12月初，辽宁营口公安机关对在网
上制造“大街上开车公然强抢女孩”谣言
视频的沈阳某文化传媒公司网络主播李
某雪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谣言制造者受到了应有的处罚，为个
人一时的邪念恶意埋单，相信不仅对其个
人是一个教训，对后人也是一个警醒。

由此，不得不想起刚刚发生在北京，
由某知名上市幼教集团涉嫌虐童事件演
变成涉军谣言的案例。那些出于各种目
的，向部队泼脏水的当事人、造谣传谣
者，她们得到应有处罚了吗？如果只是
一个仅存在两天的情况澄清微博，一句
轻飘飘的“作为一位母亲的激动和焦虑”
即可解释过关，她们能引以为戒吗？

法律对造谣传谣造成严重后果的，有
着明确的处罚规定。而涉军造谣传谣，由
于伤害的责任主体不具体、损失无法认定，
因此直接影响着其处罚。的确，制造“塑料
紫菜”谣言，受到伤害的晋江某企业是具体
的，由此带来的产品滞销、企业经营损失也
较好计算，企业报案后，公安机关很快可以
侦查并依法查处；制造大街上公然抢人谣
言，破坏的是一个地区的形象，直接影响民
众安全感和当地招商引资，公安机关侦查
认定后，处罚也可依法实施；然而，制造传
播破坏军队和军人形象的谣言，其影响和
损失却无法估计，再加上“没有主观恶意”

“舆论监督难免有错”等冠冕堂皇的理由，
据此处罚自然也就难上加难。

但是“没有主观恶意”不代表没有造
成客观的恶劣影响，“舆论监督”不是造
谣污蔑的保护伞，“难”更不应成为免于
处罚的理由。正如某知名媒体人所言

“一切的舆论监督，都必须建立在支持党
的领导、认可人民子弟兵付出的基础上，
否则就不是舆论监督，而是存心不良”

“人民军队是我们过太平日子的根基，容
不得一点诋毁、抹黑、动摇。”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维
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
会尊崇的职业”，这是对军人所作贡献的
肯定，更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世界
一流军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
民更加美好生活提供安全保障的要求。
环顾四周，越来越多的军人优先窗口、军
人专属服务让人感到，这一愿景的实现
并不遥远。然而，尊崇是一种源于内心
的自发行为，靠外在力量勉强不来。更
何况，优先的背后，如果没有善意和理
解，优先者会如芒刺背；善待的同时，如
果没有亲切和信任，受善待者也难以获
得内心的愉悦。解放军之所以“优先”，
之所以被群众视为“子弟兵”，是90年来
一代代革命军人，抛头颅洒热血、全心全
意为人民的实举换来的。千里之堤毁于
蚁穴。如果放任恶意炒作涉军话题，放
任网上一次次的黑军毁军，尊崇何来？
军人从来视荣誉为生命，维护荣誉的渴
求远远胜于一两个优先！

遏制消除涉军谣言，依法捍卫军人
名誉，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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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农村，家家户户喜欢在自家
后院种上几株丝瓜以佐餐用。他们一般
先在丝瓜苗周围扎紧一圈篱笆既防止鸡
鸭进来啄食又防瓜藤野蛮生长，再搭好
可供瓜藤顺势攀爬的架子。这样就可以
等待秋后丝瓜满架、硕果累累。扎好篱
笆搭好架子不仅是田间地头的智慧，也
同样适用于人武部管理服务退役军人。

当下，又到老兵退伍返乡季，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优秀退役军人投身经济建设、
走上创业之路。人武系统有责任有义务
做好规范和引导工作，既要扎好篱笆规范
其经营行为，又要搭好架子大力支持其事
业发展。既为退伍老兵融入社会拓宽了
出路，也在社会上拓展了国防教育小阵地，
形成爱军尚武的正面效应。何乐而不为？

点 评 ■徐守洋

扎 好 篱 笆 搭 好 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