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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姚宗明、王均波报道：“我
今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到部队锻炼去，圆
我多年的从军梦。”前不久，浙江省仙居
县召开的2018年度大学生征兵工作恳
谈会上，来自该县安岭乡、就读于浙江
树人大学的大学生叶子明，向县人武部
领导说出了自己的愿望。

这是该县连续3年开展大学生征兵
工作恳谈会，动员大学生积极报名参军，
大学生士兵比例从 2015年的 37%提高
到去年的73%。今年兵役登记开始后，
县人武部通过摸排，将符合条件的在校
大学生全部纳入应征范围，邀请该县的
30余名退伍大学生士兵、在校大学生和
家长代表参加征兵恳谈会，宣讲政策、应
征动员，共同为家乡征兵工作出谋划策，
述说各自的从军报国理想。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校在校大学生
王嘉鹏，2015年 9月，参军入伍成了一
名武警战士。两年的军旅生涯，培塑了
一身好本领，被部队表彰为优秀士兵。
2017年9月，服役期满的王嘉鹏选择返

校继续读书，他将在部队养成的好习惯
带回学校，规律作息、刻苦学习。去年
期末考试，他的成绩一下子跃居全班第
三，就连老师也感叹：“王嘉鹏当兵前后
判若两人，军营真是大熔炉！”王嘉鹏分
享完他的亲身经历，赢得全场的掌声，
恳谈会后还有许多参会的大学生围着
他问个不停。

同就读于宁波工程大学的儿子陈禹
贤一起来到会场的福应街道居民陈真明
说：“我这辈子就遗憾没有当兵，今年一
定要亲自送儿子参加征兵体检，只要条
件合格就一定去，绝不拖后腿……”陈真
明的话刚落，儿子陈禹贤马上接过话筒
表态：“这也是我的愿望和态度。”

听着在场学子们述说着拳拳报国
心，该县人武部部长陈虎心情十分激
动，会议结束时，他代表县人武部给参
会人员敬了一个军礼，动情地说：“今天
大家说出的心里话，让我感动不已。有
了像你们这样的热血青年，我们的国防
一定会越来越强大，我向你们致敬！”

浙江省仙居县

恳谈会为大学生答疑释惑

本报讯 张景波报道：连日来，安
徽省淮北市城乡展开系列宪法宣传普
法教育活动，走进社区厂矿发放最新修
正版的宪法等普法材料。淮北军分区
组织干部职工和专武干部参与其中，发
动优秀适龄青年积极履行宪法赋予的
国防义务，踊跃报名参军。

3月 22日上午，烈山区人武部工
作人员来到淮北市实验高中。利用
课间时间，他们集中向 1600名高三学

生发放了宪法、兵役法等宣传材料，
接受征兵政策咨询，协助学生进行现
场网上报名(上图）。

淮北市实验高中校长池永平告诉
笔者，保卫祖国、抵抗侵略、依照法律服
兵役，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
责；支持和鼓励青年知法守法，积极履
行法定义务也是学校的职责。据悉，学
校已同步组织高三班主任进行征兵政
策培训，全力助力征兵。

安徽淮北军分区

借力宪法宣传明确兵役义务

宪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

本报讯 李长荣、陈隆汶报道：3
月底，笔者从江西省赣州市召开的
2018年征兵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为
加强该市征兵“五率”全过程绩效监
控，赣州军分区联合市人民政府制定
出台了《征兵工作“五率”问责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健全完善了监督
内控机制，树立了创先争优、奖优罚劣
的鲜明导向。

“出台这个问责办法，是为了督促
征兵工作人员践行忠诚廉洁担当的职
责使命，营造认真履职、有责担当、失责
追究的征兵工作格局。”赣州市征兵办
主任杨勇介绍。笔者翻看《办法》发现，
虽然不到 2000字，但对问责对象、情
况、方式等都进行了细化明确，针对性
和可操作性非常强。

据悉《办法》旨在解决以往征兵工
作过程中出现的问责难处理、难执行的

“老大难”问题，将责任退兵、超比例退
兵、新兵拒服兵役、征兵工作“五率”考
评靠后、“五好三满意”未达标、廉洁征
兵事故共 6类情形进行具体量化，做到
内容翔实细致、责权分明，确保问责有规
可依、客观公正。同时，《办法》还依据问
责事项类型、严重程度、整改效果和影响
程度，明确了提醒教育、说明情况、领导
约谈、通报批评、停职检查、调离岗位和
取消评先资格等7种问责方式，并规范
了问责权限和实施程序，确保问责情形
对应问责方式，做到有据可依。

《办法》出台后，该市 18个县、市、
区立即组织征兵工作人员进行学习，通
过学习大家表示，对比以前各级下发的
法规条例和意见，《办法》更加具体、更
好执行，是开展征兵工作有力的制度补
充，不由纷纷点赞称“这对今年征兵能
产生的积极影响可大了去了！”

江西省赣州市

细化征兵工作问责办法

本报讯 张长国报道：“我们在黄
金地段划出 10亩地，新建人武部办公
楼……”“为解决民兵训练基地设施陈
旧，功能弱化的问题，我们投资规划建
设了地下室内射击馆……”3月下旬，
在山东省菏泽市召开的全市人武部党委
第一书记述职会议上，来自9个县、区
的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晒”出了抓武
装工作的“账单”。菏泽军分区领导介
绍，这次述职，他们进行了重点把关，
要求各县区“晒账单”，力求述职述出
实效。

在这次会议召开前，菏泽军分区

党委作为会议的“承办方”，向各县区
下发了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述职发言
材料的要求，进一步细化述职内容，
要求围绕党管武装制度落实、支持备
战打仗、助力改革强军、推进军民融
合发展、抓好国防教育、国防后备力
量建设、国防动员准备检验评估、基
层武装部规范化建设、军人军属权益
维护等9项内容进行述职。

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菏泽军分区
针对述职内容，还结合年前开展的国防
动员准备评估检查内容进行对照核实，
注重“捞干货”，以数字和事实事例进

行说明。同时，端正会风，避免长篇大
论，述职发言篇幅不超过3000字，由3
个县区作现场述职发言，其他单位书面
述职。笔者翻看了一些述职报告发现，
薄薄的述职材料里可谓“干货多多”，
虽是几页纸，分量却沉甸甸的。

据菏泽军分区副司令员孟凡光介
绍，这次述职，他们还要求各县区人武
部第一书记查摆了制约国防动员工作开
展的有关困难和问题，并征求了他们对
民兵后备力量建设和国防动员工作等方
面的意见建议，下步将提交市委常委议
军会议进行专题研究，逐个破解。

山东省菏泽市召开全市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述职会

晒出“账单” 述出实效

“妈，过两天就是清明了，我先去烈
士陵园看看古怒，等您来了我再陪您去
边防走走。”3月23日，西藏山南军分区
干部马云山再一次与重庆大足的张兴
会老人视频聊天。马云山是江苏扬州
人，怎么会有一个重庆的妈妈呢？故事
还得从十多年前说起。

那时，马云山在山南军分区某边防
团二连任副连长。二连所担负的某边
防路的巡逻任务危险而繁重。一路上，
要过“刀背山”“绝望坡”“老虎嘴”“索命
梯”……听名字就让人胆寒，而塌方、滑
坡、泥石流、落石更是路上的家常便
饭。不少新兵对此望而生畏，为打消新
兵顾虑，马云山等干部不仅自己带头执
行巡逻任务，还在新兵下连时就当众承
诺：“要是哪位‘光荣’了，我代他尽孝。”

2005年7月16日，重庆大足籍士兵

古怒在执行巡逻任务时，遭遇山体塌
方。在队尾担任安全员的古怒在营救战
友时被山石击中壮烈牺牲，遗体就地安
葬于连队附近730米的山坡上。那年，古
怒才19岁，入伍19个月，入党16天。不
久，古怒的母亲张兴会赶到边防。看着
悲痛欲绝的张兴会，马云山双膝跪地：

“妈，今后我们当兵的都是您的儿！”
让张兴会一家意外的是，马云山的

这声妈一直叫了下来，而且越叫越亲。
每年休假，马云山都是先去重庆古妈妈
家住上三五天，再回扬州探望自己的父
母。古怒的姐姐古萍创业缺少资金，马
云山毫不犹豫地拿出全部积蓄。这两
年，古家二老年龄大了，身体开始有了这
样那样的毛病，马云山的电话更勤了，不
时给老人找偏方寄藏药。2016年，古妈
妈无意中在电话里提了一句古怒的父亲

古跃海高血压导致头痛。马云山一时无
法赶回，拜托休假的战友陶林赶到古家
带老人去大足医院检查治疗……不知从
何时起，古妈妈手机电话本里，马云山
的电话号码标注成了“大儿子”，而古萍
的儿子也将这个不会讲重庆话的“舅
舅”视为自己最亲的人。

古怒牺牲的13年里，古妈妈曾5次
进藏扫墓，团里每次都派专人护送照
料；团领导考虑到二老年岁已高，不方
便前往西藏边防，他们就在山南烈士陵
园为古怒建起一座衣冠冢，以便亲人进
藏祭扫。古妈妈知道后非常感动：“小
儿子都去了这么多年，哪好意思再给部
队添麻烦。”今年，古妈妈表示，趁着身
体还行，她将最后再去一趟边防，“这次
就不麻烦部队的孩子们了，就让大儿子
陪我走这最后一趟吧。”

西藏山南军分区干部马云山坚守承诺替牺牲战友尽孝——

13年，这声妈妈越叫越亲
■刘 义

英魂归故里，浩气荡诗城。3月 17
日，皖浙两地挽歌同奏，追悼烈火中永
生的英雄战士邢骏，近千名干部群众自
发赶来送烈士最后一程，向英雄致敬！

邢骏今年 23岁，安徽省马鞍山市
花山区霍里街道霍里村人，2014年 9
月入伍。在部队，邢骏勤学苦练成长
为训练标兵、岗位能手，多次参与灭
火抢险任务，多次受到部队嘉奖。3
月 13日 18时 26分，浙江省绍兴市柯
桥经济开发区某化纤品仓库发生火
灾。时任浙江省公安消防总队绍兴
支队柯桥中队副班长的邢骏，深入火
场内部架设遥控炮堵截火势蔓延，遭
遇烈火、高温、浓烟、毒气的围困而身
受 重 伤 ，经 全 力 抢 救 无 效 后 不 幸 牺
牲。公安部批准邢骏为烈士，并颁发

献身国防金质纪念章；浙江省公安厅
为 他 追 记 个 人 一 等 功 、追 认 中 共 党
员；共青团绍兴市委追授邢骏“绍兴
五四青年奖章”。

“邢骏不愧是花山优秀军人代表，
不愧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我们要让英
雄赢得生前身后名，受到全社会尊崇！”
邢骏牺牲后，花山区政府两次召开协调
会议，商议烈士身后事。花山区人武部
和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昼夜奔波两地，认
真做好烈士抚恤和善后事宜。

为传扬英雄美名，3月 15日上午，
马鞍山市主流媒体前往绍兴采访，通过
报纸、网络推送邢骏英雄事迹，网友“巢
湖鱼”留言道：“江东产美玉，烈火中永
生。少时有壮志，赤胆献忠心。”同日下
午，霍里街道党工委上门看望慰问邢骏

烈士家人，安排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精
心照顾邢骏年迈的亲属。“邢骏是个好
兵！”霍里村民兵营长王卫对当年邢骏
入伍时的场景记忆犹新，“四年前，全村
敲锣打鼓送邢骏光荣入伍，希望他在部
队好好干！今天邢骏不负嘱托，在党和
军队的培养下，成长为花山人民的英
雄，更是我们全村人的骄傲！”

17日上午，在邢骏烈士骨灰迎接仪
式上，马鞍山市委书记张岳峰、市长左
俊等市领导向烈士敬献了花圈。痛失
爱子的邢妈妈卞恒梅声含悲痛：“吾儿
从小立志参军，为国为民，今天他死得
光荣，此生无憾！”经多方商定，马鞍山
市决定：清明前，将邢骏烈士骨灰安葬
在马鞍山濮塘革命烈士陵园，让更多的
人凭吊烈士、尊崇英雄。

安徽省马鞍山市干部群众手捧鲜花接救火烈士邢骏魂归故里——

今天，这座城迎英雄回家
■孙 岩 本报记者 周海良

3月20日，南京路步行街，民兵陆
晓瑞正在为市民修理拉链，娴熟的技
艺和热情的服务赢得大妈的笑脸。

当日，在“南京路民兵连为民服务
队”横幅下，10多个民兵义务帮助市民
磨刀、修雨伞等。一位市民告诉记者：

“每月20日他们都来，黄浦民兵就是南
京路上的活雷锋。”从1982年3月20日

开始，36年来，每月20日黄浦区所属企
业和事业单位民兵都会走上南京路开展
为民服务活动。服务摊位从刚开始的一
辆小车发展到如今的200多个，服务内
容也由原先的理发、磨刀发展到现在的
手机维护、法律咨询、环保节能等80多
个项目。

本报记者 丁绍学摄

马云山和古妈妈视频通话。

市民向烈士邢骏敬献鲜花。

千言万语道不尽，英灵归天影不
单。烈士古怒、邢骏永远地离开了我
们，但英雄事迹不能被遗忘。

郁达夫曾说过：“一个没有英雄
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
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生
活在美好新时代，人们物质生活越来
越富足，那又该怎样对待英烈、缅怀
英烈？缅怀英烈不仅仅在于传颂他
们的光辉事迹，更在于公序良俗的建

设，形成崇尚英雄、善待英烈遗属的
良好社会氛围。

古妈妈、邢妈妈的话真挚动人，

烈 属 的 深 明 大 义 让 我 们 敬 佩 。 倾
情照顾烈士家属，安排好烈士身后
事 、宣 扬 烈 士 光 荣 事 迹 …… 让 烈 士

亲人享受荣光，不仅是对逝者的怀
念和告慰，更是对生者的尊崇和激
励。

英 雄 者 ，国 之 干 ；庶 民 者 ，国 之
本。我们更希望，全社会行动起来，
众人拾柴火焰高，用切实可行的举措
与关爱，把英烈亲人照顾好，把英烈
留下的空白填充好，把英烈未竟的遗
志继承好，形成关心关爱英烈亲人的
良好风尚。

尊崇，在点滴细节更在山高水长

编辑点评 ■李 扬

本报讯 严浩、尼玛报道：“春耕
播种还缺点啥？”“新建的住房完工没
有？”……3月 28日上午，云南省洱源
县人武部的干部职工又一次分赴扶贫
挂钩点，逐户了解帮扶对象在生产生
活中遇到的困难，一起商定帮扶措施
和解难之策。据介绍，这是该人武部
接力开展精准扶贫攻坚的一个缩影。

洱源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为加大
精准脱贫力度，洱源县人武部与凤羽
镇凤河村进行挂钩帮扶，所属干部职
工“挂帮包”牛街乡太平村、乔后镇柴
坝村和大树村的 33户建档立卡户。
扶贫攻坚过程中，他们克服点多面广、
山高路远等困难，分批分次深入贫困
户家中，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开出
精准脱贫“良方”。

“人换了几茬，但帮扶我们的劲始
终没有变。”在乔后镇柴坝村的大园地
自然村，年近六旬的李金妹告诉笔者，

“挂帮包”她家的人武部政委李庆军去
年转业后，副部长孙小华就接过了扶
贫接力棒，继续“挂帮包”她家。今年
孙副部长转业，新来的部领导带着干
部职工又接力来帮助她。笔者了解
到，去年以来，该人武部先后有5名部
领导变更，3名职工变动。不管人员
如何变化，人武部党委一如既往把脱
贫攻坚工作作为重要任务来抓，积极
帮助建档立卡户实现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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