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省休宁县

军属享免费体检套餐

盛夏，在专武干部和医务人员的热

情引导下，安徽省休宁县海阳、万安、榆

村等乡镇去年夏季入伍的35名士兵的

家长，在县人民医院愉快地接受免费健

康体检（上图）。为提升军属荣誉感，休

宁县组织去年入伍的184名士兵家长分

批参加健康体检，营造“一人参军，全家

光荣”的良好氛围。 武时化摄

济宁市荣军医院

巡诊重点优抚对象

“七一”刚过，山东省济宁市荣军医院

专家组来到汶上县开展优抚医疗巡诊服

务（上图）。专家与11位重点优抚对象面

对面交流、一对一服务，为他们免费查体

并赠送价值约2万元的药品，赢得优抚对

象的赞誉。 何敬锋摄

云南省盈江县

喜报送到家军属乐开怀

6月22日下午，伴随着锣鼓声、鞭炮

声，云南省盈江县弄璋镇南多村万保静家

的院子里挤满了前来道喜的人。盈江县

军地领导组成慰问组，将印有“一等功臣

之家”字样的牌匾、奖金和慰问品送到万

保静父母手中，在场的街坊邻居纷纷竖起

大拇指，赞不绝口。 李 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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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海伦、王海报道：“太
感谢你们了，孩子能成长成才，家里也
无后顾之忧！”6月 25日，湖北省来凤
县革勒车镇长太坪村四组贫困户徐超
对人武部帮扶干部张林连连道谢。当
天，张林为他带来消息：他的孩子符合
应征条件，并可优先入伍。

来凤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人武部
向县脱贫攻坚指挥部请缨助力脱贫攻
坚，将征兵工作与扶贫工作精准对接、
联合推动，开辟“征兵+扶贫”之路。

按照现行义务兵优惠政策，普通
社会青年参军入伍每年津贴和优抚
补助等总额达 3万余元，贫困户家庭
有一名适龄青年参军便可带动一户
脱贫。县人武部发动全县专武干部、
扶贫“尖刀班”和民兵连长，对建档立
卡贫困户逐户进行摸底，准确掌握贫
困家庭符合征兵条件人员基本信
息。利用村民大会、屋场会等时机，
采取进村入户、到家走访等形式，重
点对子女符合参军条件的家庭上门

宣传。同时，县征兵办还开辟贫困户
家庭青年参军绿色通道，在学历等条
件相同情况下，优先确保贫困家庭青
年入伍。
“贫困家庭青年应征入伍后，武

装部指定民兵连长带领 3个民兵对其
家庭进行定向帮扶，这也是军分区多
年来形成的‘131’精准扶贫传统。”县
国动办驻长太坪村第一书记向峰介
绍，为让贫困家庭青年能够安心服
役，县人武部联合县民政局、乡党委

政府，将贫困军属家庭列为重点帮扶
对象，由乡武装部派专人实行定人、
定户联系帮扶责任制，在产业发展、
大病救助等方面给予支持帮助，对在
部队表现好、立功受奖、符合退役安
置的士兵，县民政局给予优先挑选单
位、优先安置。3年来，来凤县先后有
67 个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当兵即脱
贫的方式摆脱贫困。

该 县 三 胡 乡 副 乡 长 文 慧 明 介
绍，此举也为新农村建设注入了发
展后劲。三胡乡 16 个行政村中 11
个村的村干部中有退伍兵，他们退
伍回乡后，为家乡经济建设带来很
多新思想、新观念、新办法，在带领
贫困户脱贫、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建立帮扶贫困军属机制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

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

作为的意见》，释放了以事业为上激励

干部担当作为的强烈信号。

常言道：在其位，谋其政，行其权，

尽其责。当前，为让正风反腐向纵深

推进，彻底根除腐败毒瘤，各级列出详

细的“负面清单”，很大程度上杜绝了

腐败问题的发生，效果立竿见影，不想

腐、不敢腐已成常态。

然而，只列“负面清单”，不列“正面

清单”，让许多原本就较难解决的疑难

杂症久拖不解，有的甚至是一禁了之，

这也成为个别党员干部不作为、懒作

为、慢作为的借口，导致“宁可错过也不

出过错”“干了可能出事，不干肯定没

事”等消极思想滋长蔓延。

深思之，在当前大抓正风反腐的

形势下，这种不担当、不作为、懒作为、

慢作为的歪风，实质是变相腐败，其危

害性不可小觑。所以，当下急需开列

正风肃纪“正面清单”。就是要进一步

细化和规范各级党员干部的权责与奖

惩范围，关键是建立党员干部容错纠

错机制、划定免责界限及不予容错免

责的底线，从根本上营造风清气正、务

实干事、奖优罚劣的履职环境。

现阶段，国防和军队改革正处在

攻坚期，各项配套政策还在紧锣密鼓

地制定中，新体制新编制与老政策老

规定的更迭必然面临很多困难。因

此，在推进部队建设发展中列“正面清

单”就要从政策规定空白的、落实执行

模糊的、具体内容滞后的、权责界定不

清的方面入手，对涉及军种内部、军地

及军兵种之间的政策边界事项要精细

盘点，明确权责界限及解决办法。

比如对随军家属就业、子女入学

等难题，各地拥军政策标准不一，军地

协调在缺乏约束性法规政策下该如何

办？在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方面，

军地双重领导如何有效运行、监督及

奖惩，等等，都亟待出台文件细则。

扶正方能祛邪，激浊方能扬清。

开列“正面清单”与罗列“负面清单”一

样，都是力求从根本上破除顽疾，都是

为更好地推进部队建设发展，让广大

党员干部清正廉洁、务实担当、锐意进

取，为强军事业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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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郭晓莹报道：每天早上
校园广播站播放军歌、每月组织国防
教育电影展映、全校范围开展国旗护
卫队体验周……这些国防味浓厚的活
动感召力有多大？截至 7月上旬，天津
市红桥区人武部统计数据显示，辖区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018年度报名
应征人数达188人。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武装部部
长张晓东告诉笔者，这样的结果是意
料之中。前不久，该校因 2017年度应

征入伍 144人在全市高校位列第一，荣
获“天津市 2017年度征兵工作先进高
校”荣誉称号。数据显示，近 3 年来
335名优秀学生从该校应征入伍,其中
荣立集体一等功 2 人、个人三等功 1
人、嘉奖 60余人，成绩斐然。
“走在校园里，听军歌、听军事讲

座、看军事电影，国防元素无处不在、润
物无声，很难不受到感染，这也是我当
初报名应征的一个重要原因。”该校大
学生退役士兵吴凡说。他曾在某防化

部队服役，2016年退伍复学，现在是学
校退役军人俱乐部的成员。吴凡说，俱
乐部还负责学校新生的军训工作，平时
也会开展活动，与想参军的学生分享部
队生活，帮助有意愿的完成应征流程。
国旗护卫队也是一道靓丽的校园风景，

学校会定期开展体验周，让普通学生体
验护旗、升旗等活动，增强国防意识。
浓厚的国防氛围，使该校 2016年被教
育部评为国防教育特色示范校。
“兵员征集工作是军队建设的造

血工程，征集大学生入伍提高兵员质
量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有效手段。天
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做法，正是将
习主席给南开大学 8名入伍新兵的重
要回信精神落到实处、推向深入的实
际举措。”天津市红桥区人武部部长
刘跃民说。

国防味带来参军感召力

本报讯 俞根林、徐丁报道：“我已
经请好假，争取今天一遍过。”6月 29日
上午，刚刚走上实习岗位的苏州信息职
业技术学校大三学生范胜伟，按时赶到
吴江第一人民医院接受征兵体检。当
天，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首批51名大学
生预定兵员正在这里完成体格检查。

区征兵办工作人员告诉笔者，今年，他
们将全程伴随大学生预定兵体检、政治
考核等工作，搞好保障服务，确保有意
参军报国的大学生“少跑腿、多办事”。

近年来，大学生日渐成为征兵主
体，着眼这一变化调整工作思路：该区
征兵办、人武部干部职工走进校园，开

展国防教育时同步进行征兵宣传；在
地铁 4号线吴江段申请 5块公益灯箱
广告，放置国防教育专题内容，进一步
浓厚参军光荣氛围；利用“吴江青年”
“今吴江”和“东太湖论坛”等本地关注
度较高的网络平台，及时推送征兵工
作的动态消息；建立征兵工作微信群、

QQ 群，及时为适龄青年及家长答疑
解惑……为鼓励高学历青年投身军
营，他们还专门在暑假前、毕业生离校
前开通“绿色通道”，让应征大学生体
检、政治考核“一站到底”，用贴心、暖
心服务吸引莘莘学子携笔从戎。
“区征兵办非常贴心，无论是时

间、还是地点，安排得都十分妥帖，真
是非常便利。”范胜伟告诉笔者，这样
的“一站式”服务，不会耽误太多时间，
体检后还能返回单位继续工作。目
前，该区高学历青年报名人数已近千
人，较去年同期增加20%以上。

大学生暑假前完成体检

湖北省

来凤县

苏州市

吴江区

天 津 机 电

职业技术学院

征 兵 工 作 进 行 时

本报讯 王根平、张新春报道：7月
5日夜间至 7月 7日清晨，江西抚州地区
遭遇强降雨天气，东乡、金溪等多地内
涝严重、险情频出。在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面临严重威胁的危急时刻，抚州军分
区干部职工和民兵勇于担当，成为抗洪
抢险的排头兵。

洪流滚滚，他们冒雨逆流前行。“同
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这是临川
区人武部政委刘莉（女）在民兵应急排
展开行动前的动员。7 日上午 7 时 50
分，临川区人武部接到东临新区太阳镇
武装部请求支援的情况报告，该镇东乡
渠出现漫堤溃堤险情，300余人需立即
转移。人武部当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召集太阳镇民兵应急分队30人、冲锋舟
操作手6人，由刘莉担任指挥，副部长范
锦文带队，紧急前往受灾地点，按编组预
案行动起来。被洪水围困的群众远远看
到冲锋舟向他们驶来，不禁欢呼起来。
“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有你们在，我

悬着的心就可以稍微放一放了。”镇领导
长舒一口气说道。在人武部统一安排协
调下，所有需要撤离人员都顺利撤出，各
类救灾物资及时送到位。

水困孤村，他们第一时间察探灾
情。“你怕不怕？”“不怕！”这是东乡区人
武部职工、冲锋舟操作手周建利的回
答。6日晚，为搜索转移黎圩镇黎阳村
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周建利主动请缨，
在战友的帮助下，暗夜中靠着一根竹竿
在前面探查路况，冒险进村了解掌握灾
情。就在不久前，有消息传来，在附近
村庄执行搜救任务的一支小分队，因道
路漫水、拖拉机侧翻造成 7人落水，其
中 1 人失联（黎圩镇计生站站长铙付
贤，次日凌晨被发现已牺牲）。经过一
整天的暴雨，地势相对较低的黎阳村已
是汪洋一片，有几个小居民点犹如孤舟
散落在浑浊的洪水之中，急需救助。事
后回想起当晚的情形，周建利坚定地
说：“作为一名党员，我不该怕，为了群

众的安危，我也不能怕！”
恢复家园，他们与群众心贴心。“大

棚被淹了、稻田也被淹了，但你们来了，
我们就踏实了，还是共产党好、解放军
好！”这是军分区结对帮扶的贫困户黄
海罗的话。黄海罗所在的崇仁县郭圩
乡陂下村灾情严重，有上百户家庭的家
具、电器被毁，不少农户种植的西瓜、烟
叶、晚稻秧苗被洪水浸泡……突来的暴
雨，将村民今年的增收致富雄心浇个透
心凉。得到驻村小分队报告，军分区一
早就派人赶到村里查看灾情，安抚受灾
的贫困村民，计损失、想对策，与村民一
起筹划灾后的生产自救工作，村民情绪
逐渐稳定。

在军分区统一部署下，各地民兵利
用雨停的间隙，累计抢收瓜果蔬菜等农
作物 3万余斤，抢收夏粮 600余亩，清理
乡村道路 40 多公里，保证基本交通不
中断，确保后续各类救援重建活动能顺
利展开。

江西抚州军分区组织干部职工民兵奋战抗洪一线赢得群众信任

“你们来了，我们就踏实了”

本报讯 胡晓伟、刘帅报道：由粗
犷的“征兵一条街”变成细致的“征兵
进家庭”；由集体宣讲咨询到精准的一
对一解答。进入暑期，辽宁省阜新市
利用当前高考结束、大学生暑假返乡
的时机，实施精准动员，组织经过培训
的 3000余名社区（村）宣传员，开展“征
兵宣传进家庭”活动，在全社会营造浓
厚的当兵光荣氛围。

7 月中旬，征兵工作已进入攻坚
阶段，但阜新市却不见往年那种在街
头派发传单、设立宣传板的大场面。
原来，针对以往搞“征兵宣传一条街”
声势大效果却不理想的实际，今年该
市动员最了解居民也受到居民信任
的社区（村）工作人员，进门入户宣传
政策，同时做好家庭成员的思想工
作，真正使征兵宣传“零距离、面对

面、心贴心”。
为找准征兵宣传发力点，军地加

强协同，各县区提前与教育部门、公安
部门以及社区沟通协调，及时获取并
整合辖区住户信息；军分区组织各人
武部对所有社区（村）宣传员进行专题
培训，组织他们学习国防法规和征兵
政策，为通过培训、考核合格的人员发
放征兵宣传工作证，持证上岗；制作宣

传展板、印制宣传单、宣传手册和信息
登记表。每一名宣传员进家入户时，
给适龄青年以及家庭成员发放一份宣
传单，并进行一次信息登记。

以往在开展征兵政策答疑时，
往往是一群适龄青年围着一个宣传
员，你一言我一语，问题五花八门，
解答起来难免顾此失彼。如今点对
点服务，让适龄青年及家长能够全
面了解征兵条件、优惠政策、退役后
的社会保障等，还能按个人实际情
况做出详细分析，算好政治账、经济
账和个人成长进步账。截至目前，
该市应征报名人数达 3873 人，较去
年同期增长 30%。

变“一条街”为“进家庭”

本报讯 朱武、魏巍报道：入夏以
来，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武部积
极改进退役军人党员教育服务模式，
加强与地方各级党组织的协调配合，
确保退役军人党员始终有组织关怀，
永葆优良作风。前不久，人武部接到
部分在企业工作的退役军人党员反映
情况：由于一些非公企业没有建立党
组织，他们的组织生活得不到保障。
为解决这一问题，人武部协调地方组
织部门，就近编入人才服务中心、城市
街道社区等党组织；在政府网站设立
“退役军人党员组织生活专区”，开设
党员网络课堂；发动退役军人党员开
展主题活动等，确保每一名退役军人
党员都能及时参与党组织生活。

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武部

改进退役党员
教育服务模式

辽宁省

阜新市

谁说女子不如男？——女政委（右一）一线指挥

洪
水
中
的
暖
心
镜
头

“别担心，我来扶您。”——翻墙救老人 洪流中的“诺亚方舟”——一趟趟转运群众

盛夏，“心近”自然爽

“抓住，我拉你上来。”——挨家搜寻被困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