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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汶川特大地震，10年前中国
人心中最刺骨的痛。

白驹过隙，匆匆十年。追寻着 5月
盛开的鲜花，记者步入北川新县城，宽阔
的马路、洋溢着浓郁羌族风情的楼房、公
园内热闹的广场舞……与其他西南宜居
小城别无二致。只有不时走过的用相
机、手机拍照的记者、游客，街头指向“汶
川特大地震纪念馆”“北川老县城地震遗
址”的路标，到处可见的“共产党好解放
军亲”等标语，提醒着这就是那个被山崩
地裂改变了的城市。一场地震，改变的
不仅是城市，更有这里和从此对这里魂
牵梦绕的那些人。

“国防绿成了心中最
温暖的色彩”

——心存感恩，长大
后我就成了你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是一个在
北川流传颇广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
冯维，北川县擂鼓吉娜羌寨人，汶川特大
地震中被解放军救出。从此，那抹国防
绿成了他心中最温暖的色彩。2013年9
月，刚刚达到应征年龄，冯维报名参军，
拿到入伍通知书那天，他在笔记本上写
下“长大后我就成了你”8个字，以此激
励自己奋勇争先。4年多来，他拼搏在
军旅，参加了包括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大 阅 兵 、国 际 军 事 比 赛“ 军 械 能 手 -
2016”等在内的多项重大任务，获得的荣
誉证书、勋章、奖牌整整能装一大包。

“长大我当空降兵”。10年前，空降
兵某部完成汶川特大地震救援任务回撤
时，送行的人群中有一个男孩打着“长大
我当空降兵”的横幅。2013年，这位名
叫程强的四川什邡青年，将大学录取通
知书放进包里，申请入伍并如愿戴上空
降兵头盔，并成长当年在灾区救援的“黄

继光班”的班长。
冯维和程强的选择，在川北乃至整

个四川的青年中并不鲜见。正如冯维和
程强在接受采访时所言，地震后，感恩成
了他们心中一份沉甸甸的情感，而军装
也令热血男儿心驰神往！

四川省征兵办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近年来，全省青年应征热情持续高
涨，去年征兵报名人数达到任务数的7.9
倍，新兵中近一半是大学生。与此同时，
部队称赞从震区走出的兵踏实肯干受欢
迎，内蒙古军区某边防团军务参谋张楠
告诉记者，该团驻守在中蒙边境，条件艰
苦、环境恶劣，义务兵申请留队的不多。
2016年该团接收的30个平武兵，服从服
务意识强，留队意愿高，个顶个是好苗
子，不少人都立功受奖。

“不等不靠，再大的
困难都能战胜”

—— 抗 震 精 神 融 入
国防动员战线血脉

“2018年，平武县计划减贫3716人、
41个贫困村、贫困县摘帽，责任重大，压
力不少。可再难能难过抗震救灾吗？那
段日子都过了，我现在是穿着迷彩的驻
村干部、第一书记，没啥说的，干呗！”5
月6日，星期天，记者见到平武县人武部
职工曹立果时，他正在人武部对口扶贫
的虎牙藏族乡虎丰村，带领村民筹划高
山蔬菜的引入种植问题。

人武部副部长吴涛告诉记者，曹立
果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老家是与北川
县相邻的平通镇。当年那场特大地震
中，他失去了5位亲人，在与官兵共同救
灾过程中，他对“迷彩绿”产生了特殊的感
情。后来，他申请并成为人武部职工，兢
兢业业奋战在国防动员战线上。去年人
武部开展扶贫攻坚，他担任人武部对口扶

贫的虎牙藏族乡虎丰村第一书记。带着
“再难能难过抗震救灾吗”的那股子劲，他
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村里，带领村
民们因地制宜种茶叶、核桃、药材，发展特
色农业，在致富路上越走越起劲。

“再难能难过抗震救灾吗！”这是记
者在震区国防动员战线采访时最常听到
的回答。灾后重建，难！民兵战斗力提
升，难！脱贫攻坚，难！但国动人叫响

“有手有脚有条命，天大困难能战胜”的
口号，创造了并正在创造着一个个奇迹：
灾后仅 3年，省军区 98个单位的 100余
个重建项目都顺利建成投入使用；整合
应急资源，凝聚应急合力，建成各级各类
国防动员应急队伍 2000余支、约 16万
人；精准帮扶贫困村（组）近300个，帮建
学校135所，帮助3500户1.2万余名贫困
群众实现稳定脱贫；近年来，累计出动官
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 200万余人次，在
茂县特大山体滑坡、九寨沟地震救灾等
急难险重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让军人军属感受更
多温暖”

——关爱英雄，打造
后顾无忧大后方

途经汶川县绵虒镇板子沟村，汶川
县民政局副局长张辉凯指着路边一普通
农户告诉记者，这是现役军人郭成律的
家。一位民政局的领导为何对一位普通
军属家如此熟悉？张辉凯笑着说：“春节
前刚来送过喜报。现在既然路过，去问
一问有什么困难。”一旁的乡镇干部向记
者解释，张辉凯对军人军属有特殊感情。

张辉凯直言，作为民政工作者，关注

优抚对象群体是职责。不过，在汶川和
整个震区，干部群众对军人军属的确有
着更为特殊的情感，这与曾并肩战斗在
抗震救灾一线的经历有关。10年前地
震时，张辉凯是汶川县草坡乡政府的一
名普通工作人员，他清晰地记得，震后第
七天，是原济南军区铁军炮兵团 300名
官兵冒着生命危险翻山越岭穿越死亡之
路，为草坡乡背来药品和食品，随后直升
机为乡里架起了空中生命线；他记得，获
悉邱光华机组失事的消息时乡亲们恸哭
的泪水和心里的痛；他还记得几年后的
2013年 7月，暴雨泥石流导致草坡乡成
为孤岛，还是解放军的直升机送来了药
品、水和食物……“军人也都是血肉之
躯，也有父母妻儿，可穿上这身军装，他
们就义无反顾地抛小家为大家，我们干
民政这一行的，更应该带着感情把工作
做好，让军人军属感受到更多温暖！”

10年来，四川省经济快速发展，而
对于给予四川人民无私奉献、有力支援
的人民子弟兵，四川省各级政府也在拥
军工作上与时俱进，出台多项新举措，提
高军人军属待遇。党的十八大以来，四
川省军地联合出台《四川省〈军人子女教
育优待办法〉实施细则》《四川省军人随
军家属就业安置办法实施细则》等政策
法规。成都市去年下发《成都市优抚对
象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实施方法》，在全市
范围内建立起区（市、县）优抚对象服务
中心22个、乡镇（街道）服务站375个、村
（社区）服务点 4336个。绵阳市去年为
提高重点优抚对象待遇，投入医疗补助
149.01万元，为伤残军人配套护理费
270.8万元，并继续深入开展“关爱奉献
者”系列活动，号召全社会牢记历史、感
恩奉献、珍惜当下。

汶川十年，那些被改变的人和事
—“5?12”汶川特大地震十周年特别报道之二

■本报记者 范奇飞 张 蕾 孙绍建

纪念汶川抗震救灾十周年

5月5日，经多次辗转，老兵蒋杰终
于“回家”啦！他一直牵挂的“包子男
孩”、那个送鸡蛋的姑娘、那个背粮食的
女孩、那个倒水的阿姨都找到了……

2008年5月，蒋杰所在的武警某部
正在青海省果洛州达日县执勤，汶川
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部队就接到命
令，火速赶往震中展开救援。在汶川救
灾两个月的经历，让蒋杰毕生难忘。为
了回到这个他朝思暮想的热土，在纪念
汶川特大地震 10周年之际，蒋杰以一
个老兵的名义发起了“重走汶川救灾
路”的号召，来自山东、天津、山西、四川
等全国各地的10多位战友积极响应。

这天一大早，他们从汶川出发，目的
地是绵虒镇克充村和足湾村。在克充村，
得知消息的乡亲们早早地站在村口，为老
兵们献上羌红哈达，把他们热情地迎进村
里的待客室。蒋杰还特地从山西带来老
陈醋，并把随身带的点心送给村民。

在待客室，陈代群老人一把握住
蒋杰的手，“当年真的谢谢你们，你们是

第一批到我们这儿的军人！”“你比 10
年前胖了啊……”回忆起10年前，两人
的眼中早已热泪盈眶。杨志德老人主
动给老兵们唱起感恩的羌族歌曲，将汶
川地震救灾时的内容改编成山歌，感谢
所有帮助救灾的恩人。村里的妇女们
还把亲手绣的鞋垫送给恩人……

在足湾村，蒋杰见到了他一心想
要寻找的“包子男孩”、送鸡蛋的姑娘、
背粮食的女孩和倒水的阿姨。地震发
生时，“包子男孩”刘小双年仅 9岁，看
到因劳累过度没有进食的战士，他一
边给战士们包扎伤口一边安慰道：“地
震前，妈妈卖包子，她做的包子特别好
吃，等家乡建好了，我请你们吃包子。”
听到这些纯朴而又乐观的话语，蒋杰
他们不禁鼻子一酸，郑重许下要重回
足湾吃包子的承诺。现如今已经工作
的刘小双，得知蒋杰前来赴约，特地从
300公里外的马尔康赶回村里。

曾经因为地震而满目疮痍的足湾
村，现如今村道宽阔。依靠种樱桃和

青红脆李，村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
好。说到高兴处，村民还和老兵们一
起跳起欢快的锅庄舞，用藏羌儿女独
特的方式感谢亲人。10年了，他们变
了，也都没变。变的是模样，不变的是
依然亲切、依然善良和彼此感激的心。

图为村民打出欢迎亲人回家的横
幅，欢迎曾在此战斗过的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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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国防动员系统的革命性重塑：这
次改革，国防动员系统领导管理、职能定
位、人员构成等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这是国防动员系统必交的答卷：面对
新体制、新使命、新要求，新时代的“国动
人”如何开新图强，在新征程中开局起步？

去年 7月，省军区系统调整改革的
“靴子”落地之后，福建省军区在军委国
防动员部指导下，针对改革调整之后的
新情况新问题，紧紧抓住建好“一线指挥
部、一线战斗堡垒、一线带兵人”这个基
石，聚焦破解新体制下领导管理矛盾问
题，研究对策办法，探索走开了一条具有
国防动员特色的抓建路子。

5月初，来自军委国防动员部机关、
各省军区（警备区）近百名代表，齐聚福
建省军区机关，领略他们的新风貌。

身子进入新时代，脑袋不
能还停在过去式——
更新观念，突破思维定势

这是改革落地之初的一件小事，事
不大，却有点“扎心”：那时，省军区警卫
勤务队刚刚由原警卫连、通信站等几个
小散远单位合并组建。为规范运行，省
军区决定把一栋旧楼改建成警卫勤务队
综合楼。可开工后，工程进展缓慢。原
因何在？警卫勤务队教导员陈平道出玄
机：“新单位新面孔，大家普遍存在等、靠
思想，自主抓建意识不足。”

“综合楼现象”引起了省军区领导的
关注，引发了党委一班人对改革落实之
初部队建设形势的思考：身子进入新时
代，脑袋不能还停在过去式。新体制下
国防动员任务类型多、摊子大、情况复
杂，要有效履行使命，就必须转变观念，
把国防动员系统“三个一线”抓坚强、搞
过硬，这样建设发展才有保证。身处新

时代，抓建“三个一线”必须紧跟形势任
务变化，以创新求发展。于是，他们从上
到下，突破思维定势、工作习惯，用新眼
光认识问题、看待问题。

“工作只有一线没有二线！”这是厦
门警备区司令员郑福源的新观点。以往
警备区带基层部队，师团营连班各个层
级分明，改革后只剩下师、团两级，没了

“腿”和“尾巴”，工作必须亲力亲为，于
是，郑福源给自己重新定位：正师的职
位、团营的角色、连班的办法。

对此，莆田军分区政委赵超良表示
认同。前段时间，他带机关 4位处长到
地方协调民兵应急营组建、智慧动员等
事宜。他说，新体制下，领导干部必须既
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既出思路又带着
干，上下一起研究问题，一起抓好落实。

“要找到工作结点，善于在统筹融合
上做文章。”闽侯县人武部部长查水金
说，人武部地处军地结合部，不少工作需
要依靠地方，新时代，要养成依靠议军
会、述职会等制度机制沟通工作的习惯，
要向地方学习“最多跑一趟”、精细化管
理等新理念。前不久，他们在闽侯县行
政服务中心协调增设了武装工作窗口，
既方便了群众，又提高了工作效益。

人按职责干、事按制度
办——
按纲抓建提升能力素质

一位从海军交流过来的军分区政
委，短短几个月，完成从国防动员的“生

手”到“行家”的华丽转身。宁德军分区
政委杨凯兵的任职经历让福建省军区上
下对抓建“三个一线”既欣喜又踏实。

今年 1月，杨凯兵从海军政治工作
部交流到宁德任职。报到那天，司令员
到龄退休，这让从来没接触过国防动员
工作的杨凯兵一下子心里没了底。然而
几个月下来，杨凯兵带领机关顺利地完
成了基层人武部正规化建设试点、民兵
整组等一系列重点工作，工作抓得有板
有眼。

从“心里没底”到轻车熟路，杨凯兵
的秘诀是什么？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拿
出了福建省军区依据纲要拟制的《“三个
一线”工作指导手册》和《省军区不同类
型单位日常工作规范》《省军区不同类型
单位正规化建设规范》等一套指导性规
章制度，“遇有不懂不会的，翻翻这些资
料，一目了然！”

“规范在手，得心应手。”新体制下国
防动员系统具有职能任务广泛、工作关
系复杂、点位布局分散、人员结构多元、
干部来源特殊等鲜明特点，这个省军区
抓建“三个一线”时尤其注重抓能力、抓
规范，切实提高一线指挥部的抓建能力、
一线战斗堡垒的自建能力和一线带兵人
落实“两个经常”的能力。

国防动员系统内的生长干部少、交流
干部多，他们坚持每年组织新交流干部“非
转专”集训，省军区集中培训，军分区接续
锻造，并分批安排到机关跟班见学，帮助新
交流干部尽快进入角色、熟悉情况。

（下转第二版）

改革的“靴子”落地之后……
——福建省军区紧跟改革调整步伐加强“三个一线”纪实

■本报记者 费士廷 裴 贤 刘国顺 肖芳菲

本报讯 记者费士廷、刘国顺报
道：新体制下国防动员系统“一线指挥
部、一线战斗堡垒、一线带兵人”是什么、
怎么抓？5月上旬，来自军委国防动员
部、各省军区（警备区）共90名代表齐聚
福建省军区机关，通过辅导授课、专题研
讨、现场观摩、交流发言等形式进行了深
入研究，切实理清了新体制下“三个一
线”建设的思路方法，探索中蹚开了一条
具有国防动员特色的基层抓建路子，为
国防动员系统适应领导管理新体制、提
升领导管理新质效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轮国防和军队改革，国防动员系
统实现了革命性重塑，“三个一线”自身
定位、人员构成、抓建模式发生了重要
变化。为适应新体制新职能新使命，去
年以来，军委国防动员部指导福建省军
区围绕新体制下如何建强“三个一线”、
夯实基层基础展开了试点探索。在深
入调研、论证、试行的基础上，福建省军
区出台了《“三个一线”工作指导手册》
及《省军区不同类型单位日常工作规
范》《省军区不同类型单位正规化建设
规范》，为国防动员系统“三个一线”履
职尽责、有效工作提供了参考借鉴。

坚持问题导向，抓住要害推进。国
防动员系统面向三军、协调军地，工作
千头万绪，现实难题多。他们紧紧抓住
相关机制不健全、组织功能不坚强、主
责主业不聚焦、管理秩序不规范等重点
难点问题，探索建立了工作统筹、挂钩
帮建、调查研究、督导检查、考评激励等
机制，立起了“三个一线”向主责主业聚
焦用力的鲜明导向。

坚持能级管理，同频共向推进。国
防动员系统点多、线长、面广，“三个一
线”驻地分散、工作相对独立，他们坚持
一级抓一级、一级帮一级，省军区党委
机关担起主体责任，制定政策措施、组
织检查考评、协调解决矛盾。“三个一
线”帮建自建两手抓，当好基层建设的
执行者、推进者、落实者。

坚持军地共建，齐心协力推进。国
防动员系统立足身处军地结合部、接受双
重领导的实际，坚持党管武装工作述职、
地方党委专题议军、第一书记现场办公等
制度，协调地方相关部门在国防动员、军
民融合、征兵工作、后备力量建设等方面
出台一系列的法规政策，为建强“三个一
线”提供有力支持、营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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