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军报社主办 第3601期
ZHONGGUO GUOFANGBAO

关注国家安全 助推国防建设

2018年2月

14日
星 期 三

丁酉年十二月廿九

■本版责任编辑 张军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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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陈建中、陈金莲报道：2月
5日，浙江舟山某军港，益阳舰静静地泊
在码头，舰上的气氛浓重而热烈，由益阳
市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瞿海和益阳
军分区政委张先旺率领的拥军慰问团第
13次慰问益阳舰官兵，并为他们送来新
春问候和节日祝福。

益阳是“全国双拥模范城”，崇军尚
武、拥军优属传统浓厚。每年的八一或
春节，益阳军地领导都会驰行千里来慰

问益阳舰官兵。这一次走访慰问，双方
组织开展了专题座谈讨论，就“深化融合
发展、促进城舰共建”明确了9个方面35
条具体措施。

双方商定：益阳市协调湖南城市学
院、益阳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为益阳舰
官兵提供在职学历升级；每年从益阳康
雅医院、益阳市中心医院抽调专家到舰
队开展一次健康巡诊；每年安排若干名
优秀官兵到益阳进行体检疗养；每年对

益阳籍官兵家属进行一次走访慰问、对
困难官兵家庭进行资助救助等。益阳舰
将于“八一”等适当时机组织“军事日”

“舰艇开放日”活动，邀请军地领导、优秀
企业家、市民代表参观，邀请优秀小学生
在益阳舰开展“军事夏令营”活动，开展

“国防知识”专题讲座等。
益阳舰主机班长肖畅是益阳沅江

人，今年是他在舰上服役的第 8年。“虽
然我大部分时间远离故乡，但每年家乡

党政领导、人武部、民政局的同志都会到
家里走访慰问。去年家属生小孩，还协
调解决了不少困难。”肖畅坦言，家乡人
民的关爱他都铭记在心，一定不负厚望
建功军营。

不管是在离祖国万里之遥的亚丁湾
护航，还是参加环球航行，无论益阳舰航
行到哪里，益阳人民的目光始终关注着，
益阳舰的官兵也始终情系“第二故乡”，
时刻关注着益阳发展。

益阳人民牵挂“流动的国土” 益阳舰官兵情系第二故乡

城舰共建，千里万里追寻着你

本报讯 张周平、特约记者张富华
报道：2月2日上午，江西省委常委、南昌
市委书记殷美根和南昌警备区领导一行
专程来到该市东湖区驻宁某部教导队队
长梁新磊家中走访慰问，并与梁新磊进
行视频通话，送去新春祝福，鼓励他集中
精力练兵备战。以此为标志，南昌 2018
年春节走访慰问军人军属活动全面展
开。

连日来，南昌党政主要领导、警备
区、人武部以及该市 109个拥军优属工
作办公室、1716个拥军优属服务站的

工作人员等组成的慰问小分队，走进军
烈属、离退休老干部、现役军人和伤残军
人家中进行慰问。

在筹划今年走访慰问工作伊始，南
昌市研究制订了五条硬性措施：以市委、
市政府和警备区名义向官兵家庭送上一
封慰问信；发放一份慰问品；建立一份基
本情况档案，做到官兵服役单位清、家庭
状况清、联系方式清；开展一次帮扶活
动，了解家庭生活情况，帮助解决实际困
难；组织一次典型宣传，对工作成绩突出
的基层先进典型，在当地媒体宣扬事迹，

推动爱国拥军热潮进一步升温。
南昌市还把五项常态规范作为双拥

检验标准予以明确：即组织领导常态化，
市、县（区）两级组成军地联合走访慰问
工作组；分片挂点常态化，实行领导带
机关分片包干负责制，落实责任，明确
任务，各县（区）党政领导把走访慰问作
为党管武装述职的重要内容；走访时机
常态化，把春节、八一等重大节日走访
慰问拓展到征兵、全民国防教育日、老
兵退伍等多个时期；联系帮带常态化，
对于官兵家庭不仅要走访慰问，还要经

常联系，跟踪了解情况，在家属就业、子
女入学等方面给予及时帮助；检查考评
常态化，将走访慰问工作作为全市综合
目标量化考评的重要内容，运用考核激
励杠杆和绩效管理模式，不断增强开展
双拥工作的内动力。

走访慰问中，慰问团发放光荣牌
2000余份，奖励立功官兵百余人，并为
部队和官兵家庭送去专项慰问金。针对
辖区内 89户基层营连主官和 12户特困
干部家庭，南昌军地主要领导主动上门，
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制订五条硬性措施 明确五项常态规范

走访慰问，走得经常走得实在
最是一年情浓时，回家过年成为

所有人最自然的念想。因为职责所
在，因为使命所系，在战位、哨位上过
年，为祖国守岁，便成为军人特有的过
年方式。

为祖国守岁，军人的年味在“年的
声音”里越来越浓。随着警铃声响起，
马达轰鸣，海军编队枕戈待旦巡航蓝
色国土，空军战机盘马弯弓时刻鹰击
长空、巡弋蓝天。

为祖国守岁，军人的年味在“年的
形象”里越来越浓。与出锅饺子的热气
腾腾相比，在边关寒夜值守的军人呼出
的热气却是另一种年的写照，冷的边关
热的血，这是守望和平的人民子弟兵的
形象照，彰显的是对人民的赤子深情。

为祖国守岁，军人的年味在“年的
祝福”里越来越浓。无数祝福中，来自
甘巴拉雷达站、来自“东方第一哨”、来
自亚丁湾军舰、来自海外维和一线官兵
们的祝福与众不同。“我用朝霞擦亮金
色的国徽，我手捧一腔祝福，为祖国守
岁”，那是热血军人的心声，那是战友们

“阵地有我，请祖国放心”的铿锵誓言。
守岁就是守卫，年味中有战味。

临近年关，空军苏-35战机飞赴南海
战斗巡航，增强空军远程远海作战能
力；武警“猎鹰突击队”进行不打招呼、
不定预案的拉动；陆军某特战旅冒
着-25℃的严寒，越是艰险越向前，在
严寒条件下练兵备战……

守卫祖国安享太平、保卫人民幸福
安康是军人的职责本分，也正因有这样
的无私奉献，才使军人的形象变得愈发
高大和闪亮，也成为军人内心永不枯竭
的动力。

军人的坚守与奉献换来的是全社
会从内心深处对军人职业的尊崇。从

“军人依法优先”在各大机场、火车站
得到落实，到各地积极为军属挂上光
荣牌，再到敲锣打鼓把军人喜报送到
家……这些实在、暖心的举措，更加激
发了军人在岗在位、尽职尽责的热情。

明天就是除夕，为祖国守岁，节日
战备是绕不开的话题。常修兵戈锋芒

在，是我们对和平最坚实的守望，也是
对敌人最警惕的防范。战备是永远睁
着的眼睛。战备观念任何时候都不能
淡化，绝不能“把刺刀插在土地里”，而
要时刻枕戈待旦，哪怕睡觉也要枕着敌
情。我们不仅要保持战备状态和战斗
力水平，更要高度关注信息安全和指挥
系统畅通，做到指挥高效快速反应。

总有超越利益之外的意义被追
寻。那意义，便是坚守的力量，便是忠
诚的价值。一人不圆万家圆。为祖国
守岁，守卫万里河山、守护万家团圆、
守护万家灯火，人民子弟兵无上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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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内蒙古阿右旗巴丹吉林镇
居民叶罡玉的母亲正在家中包饺子、送
灶神、贴春联，用蒙古族的习俗迎接小
年。令她惊喜的是，和浓浓年味一起到
来的还有当地人武部领导送来的儿子在
部队立功受奖的喜报。

连日来，内蒙古阿拉善军分区组织
开展“双了解、双服务”活动，在全盟大力
营造“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浓厚社会
氛围。

“双了解、双服务”是针对现役军人
开展的活动，目的是通过准确详细的访
谈了解和真诚热情的上门服务，在部队
和军人家庭之间架起一座座暖心桥。“双
了解”一是了解官兵在部队服役情况，二
是了解战士的家庭情况。“双服务”一是
激励官兵在部队安心服役、建功立业，二
是服务军人家庭，特别是困难军人家庭，
按照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的方式开展精
准帮扶。

“感谢人武部帮我们解决难题，这个
春节也能松一口气了。”新兵李德利的母
亲告诉记者，李德利于 2017年入伍，父
亲在他刚到部队的第二天因突发脑溢血
住进医院。家人为了让李德利在部队安
心服役，对他隐瞒了父亲的病情。阿右
旗人武部得知这一消息，第一时间来到
了李德利家中了解情况，当得知其父是
这个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时，立即联系

民政、财政部门为李德利家发放优抚慰
问金；并协调人社、医保等部门为李德利
父亲报销部分医疗费用。

“为军人家庭服务，也是为军队服
务，‘双服务’就是为了不让现役军人为
家庭困难牵肠挂肚，影响情绪和工作。”
阿右旗人武部部长庄金库告诉记者，家
人安康、家庭稳定，官兵才不会有后顾之
忧，才能集中精力练兵备战。

“这是一中的光荣，也是我们阿拉善
左旗的骄傲！”在阿拉善盟第一中学，阿
左旗人武部部长王国伟指着校园墙上的
光荣榜倍感自豪。光荣榜中张贴了王文
辉、张宏亮、徐博荣3名毕业生在部队荣
立二等功的照片。通过“双了解”发现挖
掘阿拉善籍官兵的先进事例，并在街道、
社区、校园设立光荣榜，是阿左旗激励优
秀适龄青年参军入伍的一项措施。

经过第一阶段的“双了解、双服务”
梳理，阿拉善军分区共收集到2013年至
今 464名参军服役人员，目前还在部队
的有 228名，家中确有困难的 36名。他
们将利用春节前后的时间，联合各级政
府、民政、财政等部门，与困难家庭签订
帮扶承诺书，解决战士安心部队的后顾
之忧。据悉，下一步，阿拉善军分区还将
把“双了解、双服务”活动的范围扩大至
1978年后入伍的官兵，让暖心服务温暖
更多军人家庭。

“双了解”掌握情况 “双服务”温暖兵心
——阿拉善军分区在全盟大力营造“一人

当兵，全家光荣”的浓厚社会氛围
■本报记者 武元晋 王婧凌 通讯员 郝中云

与寂寞为伍，与风雪搏斗，他们是祖国最北端的戍边壮士。春节前夕，黑龙江省漠河县北极村的气温已低至-40℃左右，驻地官兵在严寒天气下，按计划对重点地
段进行巡逻，确保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 李 刚摄

本报讯 国世超、孙健报道：连日
来，黑龙江连降数场大雪，室外滴水成
冰。在哈尔滨东部山地深处，一支队伍
正在风雪中疾进。这是哈尔滨警备区
师团两级为磨砺战斗作风，提升在恶劣
天气条件下应急处突能力而组织的冬
季指挥所拉动演练。

“从前我在部队是侦察班班长，退
伍不褪色，离队不离心，专业本领又能
派上用场，现在我成了我们民兵分队的
教练员。”松北区松浦镇民兵连长于永
春一边给笔者介绍情况，一边熟练地指
挥战友搭帐篷。在他的指挥下，不到10
分钟，50平方米的指挥帐篷就搭建成

了。阿城区金城街道武装部部长司炳
涛是连续第三年跟随人武部机关参加
冬训。他告诉笔者：“在演训场亲身体
会到的冰雪严寒切肤之感，更能激发出
专武干部爱军兴武之情。”

笔者在演练现场看到，这个警备区、
人武部两级机关带民兵应急分队百余人

在冰天雪地里摆开战场，重点突出雪地
武装行军、指挥所开设、野外生存、隐蔽
伪装防空袭、战场救护等课题训练演练，
采取实地教学、示范观摩、分级联训的方
法，边训练边研讨，使官兵在严寒条件下
作风纪律、情况处置、物资保障、战斗能
力等方面得到进一步锤炼和检验。

该警备区于兴邦司令员告诉笔者：
“历时5天的拉动演练，警备区官兵挑战
严寒，锻炼了技能、锤炼了意志，全面提
升了师团两级应急指挥和严寒条件下
遂行应急行动能力。”

挑战严寒 锻炼技能 锤炼意志

组织指挥所拉动演练哈尔滨

警备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