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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们还记得红色、黄色、黑
色以及绿色的小怪兽都代表什么样的
情绪吗？”7月中旬，南部战区陆军某
旅“军属之家”内，“小贝壳公益读书
会”第5期正在进行，20多个军人家庭
在军嫂袁君的带领下进行亲子阅读，
看着军娃们幸福的笑脸，袁君甚是欣
慰。营区内亲子教育活动丰富多彩，
证明她的汗水没有白流，因为在这两
年里，她已通过公益教育与 200多个
军人家庭结下了不解之缘。

袁君的丈夫胡明星在南部战区陆
军某旅服役。两年前，为了能给孩子
更好的陪伴，让父亲在孩子的成长过
程中不缺位，袁君放弃原本很不错的
工作和优越的生活环境，带着一岁多
的儿子胡峻熙随军到部队。然而，她
却发现作为机关参谋的丈夫每天加班
到很晚，平时根本没时间照顾孩子。
现实和初衷相悖，但袁君并没有放弃，
她主动接触幼儿教育领域，开始研究
相关理论知识。她还通过自学、参加
教育培训，顺利取得美国正面管教讲
师资质。

“我发现不只是我们家，因为军人
家庭的特殊性，很多军娃都缺乏父母
陪伴。但爱与关怀，教育与引导，永远
不能缺失。了解越多，我越觉得有责
任改变这一状况。”情感共鸣引发的责
任心成为袁君潜心研究幼儿教育的动
力。由于缺乏场地，她首先在线上推
出“贝贝妈妈育儿手记”微信公众号，一
场用爱陪伴的亲子阅读热潮在家属院
的朋友圈传播开来。不久，她提倡的以
亲子共读、正面管教为核心的教育理
念，得到不少军爸军妈的认可。随着

关注度的上升，不少军属反映：能不能
增加线下互动，带着军娃参与进来？

去年8月，正值部队移防，30多个
军娃随着大部队来到陌生的城市，有
些甚至出现厌学、怕生的情况。了解
到这些情况后，袁君依托地方幼儿园
开办了首期一共 8次的公益课，让更
多军娃接受体验式教育。军娃董书涵
跟着父母来到陌生环境后一直很难融
入，通过参加袁君开办的公益课，和爸
爸妈妈一同参加亲子阅读、和军娃们
一起互动游戏，很快对新环境就熟悉
起来，还结交不少新朋友，董书涵妈妈
告诉笔者：“书涵如今更敢于表现自
己，他的小伙伴也越来越多，脸上的笑
容也更灿烂了。”

不少后期闻讯而来的军属都问
她，什么时候再办下一期？“双军人”家
庭也在问，能不能把课堂搬进部队里，
把活动带到营区去？今年初，这件事
被搬到旅家委会上，很快得到大家认
可。旅党委专门为此设立“军属之
家”，还号召军人家庭在周末、节假日
积极参与，“小贝壳公益读书会”红火
地办起来了。

“她出生3年来，跟着爸妈从南宁
搬到常德，又从常德搬到广州，确实不
容易。”袁君抱着 3岁多的军娃万阡
陌，这个当初来部队还特别认生的娃
娃，如今已经和孩子们打成一片。目
前，公益读书会已经开办5期，越来越
多的军爸军妈参与进来。不少兄弟单
位的军属也纷纷咨询，想报名参加下
一期活动。袁君的军娃教育还在继
续，下一步，她将扩大授课范围，把更
好的军娃教育带到军人家庭中去。

看，军营掀起亲子阅读热
■本报特约通讯员 何楚洋

暑假暑假，，这里的课堂吸引人这里的课堂吸引人

进入征兵季，人武部的干部职工
又忙碌起来。从职能分工看，人武部
是兵役工作的具体组织执行单位，全
力履职是其本分。但要为长城选送优
质砖，还需要军人带头、全民关注。

从实践效果看，要想调动广大适
龄青年的参军报国热情，穿军装者无
疑最具有影响力和说服力。在群众眼
中，每名现役军人都是一张“征兵名
片”，兵哥哥每次出镜、每回发声都是
最好的征兵动员，航天英雄、维和精
英、救灾先锋、比武状元、国门哨兵、春
运卫士、军训教官等便是最好的征兵
形象代言人。

人们常说，当兵的就是不一样。
军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影响着
青年的判断，使人追随效仿。正因为

军人具有特殊的示范引领作用，所以
人武系统以外的官兵，也是征兵工作
的间接责任人，虽未直接参与其中，也
要积极发挥作用。

从小处讲，军人是家庭精忠报国
的带头人，是亲友眼中的骄傲和标杆，
其表现好坏能起到辐射效果，一人参
军、全家光荣，一人立功、全村高兴。
从大处看，军人引领着全社会的精武

报国风尚，很多经历过灾难、获得过温
暖的儿童都立志“长大后我要成为
你”。军人影响适龄青年尚武报国的
价值取向，效果立竿见影，这是不争的
事实，毕竟军人的事迹可信可学。革
命老区涌动参军热潮，足以证明军人
情结历久弥新。

我们欣喜地看到，为抓好征兵工
作，很多地方会发放传单、播专题片，

争分夺秒开展征兵宣传。其实，征兵
宣传既靠人武系统矢志动员，更靠各
类平台点滴灌注。可以说，每部军旅
影片都是征兵宣传片，每首军旅歌曲
都是征兵主题曲，每声嘹亮军号都是
征兵集结号。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每名现
役军人都要塑造良好形象，提升本领技
能，用战绩与功勋擦亮“我是一个兵”的
合格身份，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
业，使军营成为青年人向往的殿堂。

每名军人都是形象代言人
■晏 良

这个暑假，山西省军区军史馆迎来一批批前来学习参观的中小学生。他们
通过老照片、文物了解抗战历史，听讲解员、老英模讲战斗故事，观看解放军叔
叔的队列、战术演练，在红色文化的熏陶中强化国防观念。图为孩子们兴致勃
勃地听省军区第四干休所97岁的老八路刘斌讲战斗故事。 唐亚平摄

听，战斗故事好精彩

暑期，江苏省南京市瑞金北村小学、汤山中心小学“雏鹰假日分队”的学生，
来到“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全国传承雷锋精神特别贡献奖”获得
者、雷锋生前战友赵明才的家中，开展“红领巾心向党，做党的好儿子”主题实践
活动，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廉 鑫摄

瞧，爷爷的勋章多闪耀

本报讯 吕善强、记者肖芳菲报
道：7月 9日 8时，由福建省南安市人
武部、南安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筑
梦军旅、无悔青春”青年接力健步走征
兵宣传活动在郑成功纪念馆启动。

简短的启动仪式后，700名应征
青年组成步行方队，身着印有“报国强
军”“我们当兵去”等字样的T恤衫，高
喊着口号大步出发。步行方队每到一
处都吸引了周边群众驻足观看，不少
群众也自发加入到步行方队中来。

“去年，我错过了入伍的机会，今
年我一定会努力争取，到军营锻炼自
己。”来自官桥镇盐田村的青年陈桂泉
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得知官桥镇是第
三站接力点后，主动报名参加。据悉，
该活动共持续两天，700名应征青年
从位于石井的郑成功纪念馆出发，途

经水头镇、官桥镇、柳城街道、溪美街
道等，最终到达位于金淘的叶飞将军
故居，总里程超过60公里。

为打牢应征青年崇军尚武的思想
根基，他们设置“红色路线”，组织应征
青年在接力健步走途中参观红色景
点，一路感悟红色精神，一路接受文化
熏陶。记者在叶飞将军故居看到，应
征青年有的拿纸笔记录所听所感，有
的拿起手机、相机拍摄记录……“此次
健步走活动让我了解到很多就在身边

却未曾注意过的革命历史，给我上了
宝贵的一课。如果我能顺利入伍，我
将把这些红色基因带到部队，传递给
战友。”一名手持相机拍个不停的大学
生告诉记者，这样的红色之旅活动很
有创意，颇受应征青年欢迎。

南安市人武部政委张纪伟表示，
开展此次接力健步走活动，不仅是为
让应征青年接受国防教育，更是为征
兵宣传造势,进一步激发广大优秀适
龄青年的参军报国热情。

福建省南安市创新国防教育模式

700名应征青年接力健步走

本报讯 王丰、宋芳龙报道：“虽
然今年无缘绿军装，但参加无偿献
血，能为家乡人民献上一份爱心，我
同样感到光荣。”7月4日，在浙江省永
嘉县碧莲镇征兵体检站，因视力原因
未能通过初检的应征青年刘建强虽
面露遗憾，但语气坚定地告诉笔者，

“当兵一直是我的梦想，争取矫正视
力，明年再来。”

当天，碧莲镇征兵目测初检工作
在炎炎烈日下拉开序幕，369名预征青
年经过体检站医务人员的细心检查，
完成了视力、外科、内科、身高体重、肝
功能等检测项目。最终100余名应征
青年因身体原因未能通过初检，其中
70名验血合格的应征青年则在人武部
的动员下纷纷走上爱心献血车，将一
腔报国热情化作行动，爱心献血。

碧莲镇武装部部长潘书告诉笔
者，每年征兵目测初检，镇武装部都会
联合镇卫计办开展义务献血活动，引
导和动员初检未通过的应征青年积极
参加无偿献血，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奉
献社会。

在献血现场，未通过初检的应征
青年在征兵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依次走
上采血车，登记注册、检验血液、抽取
血样……一时间，采血车爱心涌动、暖
意融融。正在为应征青年进行登记采
血的医生告诉笔者：“这些因为身体原
因不能如愿参军的适龄青年，在武装
部动员后，都主动参加献血，短短一个
上午，我们就采集到20000余毫升爱心
血液，真不愧为温州好男儿！”

浙江省永嘉县碧莲镇应征青年奉献社会

初检未过应征青年爱心献血

本报讯 刘硕良、陈胜强报道：6月
底，重庆市南岸区5所高校的应征青年，
通过绿色通道快速完成征兵体检。南岸
区开设“一站式”体检站，周末加班为280
名预征对象体检，提高大学生上站率。

重庆市南岸区人武部

周末体检更便利

本报讯 陈涛、许明强报道：连日
来，甘肃省临潭县人武部利用当地举行

“花儿”民俗文化节、“香浪节”地域旅游
节等活动时机，集中展开征兵宣传，增
强宣传质效。

甘肃省临潭县人武部

“花儿”唱响征兵曲

本报讯 特约记者冯超报道：“白
鹭岛上有 150余人被困，需要支援！”7
月 11日至 12日，四川省金堂县出现暴
雨天气，沱江水位上涨，位于河心、四面
环水的三星镇白鹭岛成为孤岛。接到
救援命令，成都警备区紧急派出官兵、
民兵综合应急营民兵共80名，携4艘冲
锋舟前往救援。

“这里！请救救我们。”救援队途经
一幢二层楼房时，二楼有居民挥舞着一
件红色衣服呼救示意。“不要着急，注意
安全！”应急队员一边安抚一边小心靠
近。“先救我妈和我儿子吧。”靠近后，男
子急切地说道。此时，这户楼房的一楼
已被淹没，水流湍急，不时有树枝等杂物
被洪水裹挟着从冲锋舟前掠过。操舟手
陈坤看清楚周围情况后，小心地将冲锋
舟慢慢靠近楼边，停在窗户下方。第一
个被救的是一名不到10岁的孩子，战士
阿苦木果高举双手很顺利地接过孩子，
随即将救生衣给孩子穿上。紧接着，孩
子的奶奶出现在窗前。老人手脚不灵
活，很艰难才被儿子托上窗台。然而，

就在老人快被接到船上时，冲锋舟重心
发生偏移，阿苦木果和陈立两名战士不
慎落水，洪水瞬间没过他们的脖子，所
幸两人水性好、反应快，很快在水中稳
住身体。老人的儿子紧紧抓住母亲的
胳膊，阿苦木果站稳后快速翻身上船，
和战友一起接住老人，安置妥当。陈立
也在战友的帮助下回到船上。来不及
缓口气，他们迅速将一家人安全转移到
临时安置所。“要谢谢这些小伙子，看到
他们，我这心就踏实了！”老人心有余悸
地连连道谢。

“落水的时候，你有没有害怕？”返程
途中，记者询问阿苦木果。他笑着说：

“当时只想着救人，也顾不上想别的。”话
还没说完，他又去帮忙搬运救灾物资。
截至 7月 14日晚，成都警备区共出动
4000余名官兵、民兵，成功转移受灾群众
9500余人，转移物资 20余吨，清理路面
17公里，抢筑堤坝1800米，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 王志明报道：7月上旬，江
西省金溪县普降暴雨，多地受灾，其中

陈坊积乡最为严重。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县人武部一声令下，各乡镇民兵紧
急集合，赶赴救灾现场，帮助陈坊积乡
快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浒湾镇民兵刘耀安今年流转承包
40多亩田地，这次有 10多亩被淹。原
本正在自家田地组织自救的他，收到人
武部消息后，立即停下手中工作，换上
迷彩服，迅速赶往县人武部集结。他
说：“民兵就要以任务为先，人武部有紧
急命令肯定有大事，个人手头上的事放
一放没关系。”

同样从田地里赶来的还有双塘镇
民兵吴广予。接到集结电话时，他正驾
驶新买的收割机为村民抢收稻子。农
户看到收割机突然停下来，一脸茫然，
以为新机器出了故障。“我接到命令要
去县人武部集结，剩下的稻子你们先自
己收割吧，等我回来再帮你们。”一旁的
人问：“除了你没人会用这台机器，你就
这么走了，这损失怎么办？”“没事，等我
完成任务，回来加班加点干。”话音未
落，吴广予已走出几米之外。

该县民兵应急连、蓝天救援分队队
员王光辉，接到电话时正在县城某工地
扎钢管架。“老板，我下午有事请假。”

“这两天正赶工呢，做完这两天再请
假。”“不行，下午一点钟之前我要到县
人武部集结，有任务。”看王光辉如此坚
决，老板表示理解并准假半天，但嘱咐
他先把手头上的活干完再走。当王光
辉忙完手上的活已快到一点了，他顾不
上吃饭，骑上摩托车直奔县人武部。

据统计，参加这次救援行动的 203
名民兵中，有80多人家里不同程度遭受
洪涝灾害，接到增援邻乡的命令后，个
个以大局为重，不讲价钱、不打折扣。
县人武部领导介绍说，这次救援行动是
民兵大局意识、号令意识的生动体现。
民兵心中有大局，也会算大账。

上图：7月15日17时，四川省金堂县
赵镇祁家堤坝、清江镇牟家堤坝等多处堤
坝出现决堤，情况危急。应县委、县政府
要求，金堂县人武部组织出动民兵250人
前往决堤点，连夜筑坝抢险。

郑 斌摄

危急时刻，他们这样践行宗旨
○四川成都 孤岛救援，战士奋不顾身涉险救人
○江西金溪 洪水来袭，民兵放弃自救闻令出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