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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薛超、特约记者张印东报
道：说来似乎是巧合，全世界都被世界杯
消息刷屏的时候，一对球迷父子竟然在
今日头条里同时被征兵宣传“圈了粉”。

儿子郑帅，山东理工职业学院网络
工程学院 2017 级计算机软件工程班学
生；父亲郑长顺是一名个体业主。7月 7
日上午，郑帅走出学校图书馆，习惯性点
开手机屏幕上的今日头条，本想瞧瞧世
界杯足球赛战况，映入眼帘的“热门推
送”却是济宁市征兵办公室发布的征兵
宣传电子手册。随着手指滑动宣传彩
页，郑帅被上面的内容深深吸引。绿色
梦想随即被点亮，他给父亲发了条微信：
“爸，我想去当兵！”巧的是父亲郑长顺也
是在今日头条浏览世界杯消息时，看到
了“插播”的征兵宣传，立即回复：“爸爸
赞同你的决定，咱全家都支持你！”

自今年 6月底以来，山东省济宁市
的青年大学生和家长都收到了今日头条
推送的征兵宣传信息。这是前不久济宁
市征兵办公室委托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
宁市分公司与今日头条签订征兵宣传推
送协议。采访时，济宁军分区动员处处
长范广强一边点开手机，一边向记者介
绍：“经今日头条后台的大数据，可以界

定用户年龄、性别、所在地、学历，我们把
推送范围确定在 18至 24周岁的适龄青
年、45 至 50 岁的适龄青年家长两个群
体，依托今日头条客户端实施精准推
送。推送第三天，征兵宣传电子手册点
击量突破 3.8万人次，全市网上应征报名
人数增长2700余人。”

济宁市征兵办公室统一制作征兵宣
传电子手册、征兵宣传片，打破了常规纸
质手册单一、低效的传播形式，依托网络
进行快速、精准、高效的征兵宣传，设计
精美的页面，动态的图文，融入了时代特
点、军队和国防文化元素，内容有“参军
入伍让我们学会什么？”“报名方式”“今
年征兵政策规定和安排”“军队士兵待
遇”“入伍优惠政策”等，后面还附有全国
征兵报名网站及市县两级征兵报名咨询
服务电话。指尖轻点，就知道当兵收获、
征兵流程、相关政策和咨询方式。
“这样的宣传形式更贴近当代青年

生活，更能吸引他们的眼球。”面对络绎
不绝上门报名参军的大学生，山东理工
职业学院武装部副部长朱明国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据了解，去年该学院为军队
输送大学生士兵 69名，今年到学院武装
部应征报名的大学生已达163人。

济宁市借今日头条实现征兵宣传精准推送

征兵信息直达适龄青年及家长手机

本报讯 冯超、特约记者孙绍建报
道：面对滔滔江水，救援人员筑成人堤、
背扛沙袋加固大坝、挥镐抡锤疏通道
路。7月 11 日至 12 日晚，四川省军区
组织 2000余名官兵和民兵投入抗洪救
灾，大家顾不上吃饭、喝水，忘记了疲
劳、困乏，救援完一处，就转战下一处，
与肆虐的洪水展开激战，成为灾区稳定
人心、攻坚克险的“主心骨”。

因地势低洼，绵阳市涪城区龙门
镇、青义镇 1200余户房屋被洪水冲灌，
涪城区人武部紧急动员机械 9台，施救
车辆 20余台参与救援并帮助受困群众
转移。城北街道积水严重，安全隐患十
分突出，涪城区人武部出动民兵 932人
次多处设置警戒线，并对低洼地段和堤
坝滞留人员进行疏散，无一人伤亡。
“9名群众被困深山待救援！”11日

20 时，北川县人武部接到该县小坝乡
群众求援电话。人武部部长江继明带
着 40 名民兵火速前往。赶往现场的
途中，有的路段被洪水淹没，有的路
段崎岖狭窄，还有多处路段被泥石阻
断……经过半小时的艰难跋涉，救援
官兵终于到达事发现场。此时，洪水
还没退去，官兵们分作三组，一组会同
政府救灾人员泄洪，一组协助周围群
众一起清理淤泥，一组对安全隐患进
行排查并组织人员疏散。凌晨零时，
被困人员全部得救！

受上游平武县、北川县境内洪水影
响，江油市九岭镇河沟溢洪，新树家湾
水库出现险情，八一镇所有水库、堰塘
溢洪，武都水库存量达到峰值亟待泄
洪，多处桥梁存在隐患，青莲高铁站
1100余名旅客滞留……江油市人武部
紧急出动民兵 365人，协调救灾车辆 10
辆和冲锋舟 2艘开赴一线救援，为洪水
顺利经过江油境内提供了可靠保障。

在青白江城厢镇茶花社区，年近七
旬老人肖道会，身患偏瘫，儿子又不在

家，洪水漫到家门口半人高，情况危
急。城厢镇武装部干事刘永驻来到老
人身边，准备安排转移。肖婆婆怕拖累
他们，连连推辞，刘永驻说：“没关系，我
们是子弟兵，不讲究这些。”由于老人下
半身几乎使不上力，由两位民兵，一前
一后合力才把她从床上扶起来，一位民
兵背她，一位社区工作人员给老人打

伞，其余人把轮椅架在冲锋舟上固定好
后，几个人合力把老人送上冲锋舟，转
移至安全地区。

12日下午，资阳市 4座水库出现险
情，严重威胁数万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资阳军分区官兵接到险情通报后，立
即赶往现场投入抢险，加固大坝。经过3
个小时连续奋战，险情终于得到控制。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2日 16时，四
川省军区官兵和民兵已先后转移群众
1.2万人，搬运物资 470多吨，疏通道路
80多公里，排除险情隐患 110多起，有
力地保卫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上图：7月12日，成都民兵救援队

利用橡皮艇将被洪水围困的某幼儿园

老师安全转移。 赖 悦摄

四川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

2000余名官兵民兵持续战斗在救灾一线

本报讯 记者石宁宁报道：发现伤
员、头部止血、运送伤员……即使演练了
多次，这场战场医疗救护展示的紧张氛围
也足以让学生们铭记于心。7月 11日至
12日，由教育部主办的 2018 年度军事课
教学展示之战场医疗救护项目在北京交
通大学举行，来自全国 26个省的代表队
和 1支部属高校队伍参加了比赛。

为增强实战氛围，本次展示引入激光
模拟战术对抗系统，以红蓝双方对抗为背
景，每个代表队有 6人参赛，攻防过程中
队员们各司其职。硝烟味十足的演练让
学生们感慨连连，扮演伤员的江苏警官学
院参赛学生王晨翔说：“这和想象中的军
训有点不一样，如果军训能做到这样，学
生们肯定喜欢。”

本次现场展示分为战术和技术两部
分，战术项目包括观察发现伤员、接近伤
员、脱离火线搬运伤员、转运护送伤员环
节；技术项目主要包括战场止血、包扎、
固定、搬运等急救技术，分别由经验丰富
的军训教官和红十字会志愿者担任评
委。励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郑晴
宇是战术部分评委团成员，同时也是一
名军转干部，多年的军队经历让他对学
生军训有自己的理解，他说：“这个展示
拓宽了学生对军训的认识，也让我们看
到学生的潜力，以活动为依托增强学生
国防观念靠谱！”

记者了解到，军事课教学展示是教育
部提升青少年学生的国防意识、爱国主义
精神和综合军事素养，深化学生军事训练
改革的重要举措。展示分为军事技能训
练和军事理论教学两项，根据 2018 年度
军事课教学展示工作计划，军事技能训练
以军事地形学、综合训练为重点，包括识
图用图、电磁频谱管控、战场医疗救护、机
器人和军歌小合唱等项目。长期从事学
生军训工作的某部训练部参谋程如意介
绍，课目展示是为了鼓励各单位学生军训
要按照大纲训全课目，并教给孩子们一些
实用的本领，“比如今天的战场救护，将来
一旦用到，就是救人性命的技能”。

上图：学生为“伤员”止血包扎，红十

字会志愿者现场评判打分。 石宁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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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前夕，昆明市斗南街道“军人
之家”工作人员再次来到晋荣昌家，送来
3000元困难补助金。晋荣昌的老伴感动
不已，“太感谢了，我想帮他买个轮椅，推
着他上街晒晒太阳、四处看看。”

76岁的晋荣昌是昆明市呈贡区斗
南街道办事处辖区的一名退役伤残军
人，家境不富裕，2013年患上尿毒症，身
体每况愈下，目前生活已不能自理。斗
南街道“军人之家”及时将老人情况上
报民政办公室，为老人申请了专项补
助。斗南街道武装部长、“军人之家”荣
誉会长王吉庆告诉记者，该街道像晋荣
昌这样生活困难的还有 7人，今年以来，
为帮助他们解决各类实际困难，街道共
申请发放困难补助5万余元。

为更好地为辖区驻军及退役军人服
务，去年“八一”前夕，昆明市试点启动“军
人之家”建设。一年来，遍布全市的17个
“军人之家”集服务、议事、宣传、活动、联
谊、接待等六项功能于一体，已成为一个
凝心聚力的拥军爱军工作服务平台。

“军人之家”有啥用？

以最快速度把问题化解在基层

今年元旦前夕，驻昆某部现役军人
王峻峰的父亲经营的电动车零售店铺
遭遇火灾，损失惨重。接到家里电话
时，王峻峰正在执行演训任务。“父亲原
本就因车祸手臂致残，还身患脑瘤，家
里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我又不在，这可
咋办？”焦虑中王峻峰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给昆明市五华区莲华街道“军人之
家”维权服务站打了求助电话。

维权服务站接到王峻峰的求助后

立即行动起来，协调市消防大队等多家
单位，在查明火灾原因、区分责任之后，
为王峻峰一家向保险公司争取了部分
经济损失赔偿金。“军人之家”还发动群
众为王峻峰家捐款 23700余元，同时协
调有关部门根据规定给予适当的经济
救济。“儿子，你安心工作，家里有人帮
咱操心……”不到一周，王峻峰就接到
了父亲的电话，如释重负。

莲华街道辖区面积仅有 17.33平方
公里，却有 20多个驻军单位。如何进一
步加强军民深度融合，促进国防建设与
地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个小小的
街道被其独有的区位特点赋予了重大
使命——建成全省首个试点的“军人之
家”服务机构。他们主动了解辖区内现
役、退役军人的困难，及时协调有关部门
精准发力，为现役、退役军人排忧解难。

“军人之家”怎么样？

提升军人归属感、荣誉感

随着时代发展，驻昆部队建设、退
役士兵未来发展、城市发展规划的关系
牵一发而动全身，双拥工作面临不少新
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长效机制
的建立。
“‘军人之家’通过军人创业服务

站，既帮助我们掌握实用技术，又为我
们解决贷款问题，助我们跨出了创业的
第一步。”李华斌、向东来是滇池度假区
大渔街道 2016年返乡的退役士兵，在经
过“军人之家”的退役军人创业科技园
开展的系列培训后，原本无技术、无资
金的他们，2017年承包了 30亩土地，种
植番茄、甜瓜等农产品，走上自主创业

的道路。在他们的带动下，当地大棚种
植面积发展到 700多亩，并创建了百亩
无公害甜瓜示范基地。

昆明市双拥办主任仲华介绍，自全
市建立起17个“军人之家”，已先后有800
多人次退役军人参加了农产品种植、汽车
驾驶、电子产品开发、电脑操作等技能培
训，为退役军人联系协调创业扶持资金
300多万元，联系农技专家到现场技术指
导110多人次，受到了退役军人的好评。
“军人之家”运行半年多来，尽心尽

责的为现役、退役军人提供家一般的温
暖。莲华街道“军人之家”的工作人员也
颇有感触：“我们为辖区内的现役和退役
军人搭建起一个分享心声的平台，成为
战友们联络感情的场所。”的确，“军人之
家”为老兵们提供交流、运动、看书的活
动场所，还不时组织运动竞赛活动，“家”
里的兄弟有困难，其他“家庭成员”也都
通过各自的方式帮把手，真正让他们感
受到了归属感、荣誉感。

“军人之家”咋运行？

四级网络平台推进服务常态化

记者来到位于莲华街道办事处二
楼的“军人之家”接待处时，工作人员正
忙着整理台账。“我们为辖区烈、军、复、
退、无军籍职工都建立了台账，实行精
细化服务。通过整合社会各方力量，向

以革命烈士遗属、残疾军人和在乡老复
员军人为重点的优抚对象开展帮扶活
动。”工作人员介绍。
“军人之家”除受理老兵们的困难

诉求外，还要负责退役军人教育管理、政
策咨询、接访回访等工作。相关工作人
员每月还要深入到退役军人家中了解情
况，对退役军人的困难和诉求，都要及时
掌握、协调解决，力求做到“小事不出街
道，服务全方位”；要负责掌握优抚政策
落实情况和退役军人思想动态，做到“有
事早发现，服务在身边”。

如果基层解决不了，问题将逐级向
上反映。仲华告诉记者，为切实发挥“军
人之家”服务效益，推进优属优抚工作机
制常态化、长效化，昆明市形成了以市为
统领，县（区）为支撑，乡镇（街道）为基础，
村（社区）为抓手的“军人之家”拥军服务
网络平台。下一步，还要加快建设完成
以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军人之家”和“双
拥工作服务站”等为主的梯次层级组织构
架，为双拥工作提供组织领导保障。

据了解，昆明市委日前召开议军会
暨市国防动员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
议明确，要发挥好“军人之家”作用，搭
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和地方沟通的平
台，加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维护好军
人军属的合法权益，切实把军人优待优
先政策落到实处。接下来，将有更多的
“军人之家”在昆明建立起来。

云南省昆明市搭建拥军爱军工作服务平台—

17个“军人之家”为兵解忧
■张 军 杨 芳 本报记者 柯 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