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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黎勇、特约记者郭冬明报
道：7月 16日，记者从江西省萍乡市征
兵办公室获悉，该市大学生应征报名人
数已上升到 1389人，超过任务数的 3
倍。该军分区领导告诉记者，征兵工作
就像行军打仗，既要选准突破口，还要
下足“绣花功”，才能做到事半功倍。

过硬的业务素质是做好征兵工作
的基础。6月中旬，他们在全市专武干
部培训中，突出征兵业务，创新运用访
谈式、体验式、情景式教学手段，全面提
升专武干部的业务素质。

6月下旬，他们利用高考成绩公布
至填报志愿时间段，邀请某部“王杰”班
战士黄龙等 3名优秀现役军人担任征
兵形象大使，走进全市各所高级中学，

以“我的从军路告诉你，当兵光荣！”为
主题，连续组织 15场征兵宣传进校园
活动。记者在萍乡市征兵办公室看到，
一张征兵宣传进校园的要图上，标注了
辖区4所高校和13所高级中学位置，每
个学校的班级、毕业学生等数据一目了
然，还配有具体的宣讲计划表。

为不让群众跑冤枉路，萍乡市建设
了 7个县市级“一站式”征兵服务站和
82个乡镇征兵咨询服务站，让“最多跑
一次”在征兵工作中落实落地。在莲花
县征兵服务站，1名应征青年家长对记
者说：“我只用半个小时就把问题搞清
楚了，他们还把几张以后要填的表和说
明给了我，联系电话也在里面，既方便
又贴心！”

征兵动员下足绣花功

本报讯 王全章、刘君亮报道：“依
法服兵役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你是
大学生入伍，可以补偿学费，可以选择
转专业……”7月 10日，辽宁省本溪市
明山区人武部部长马学成，正在向已填
报高考志愿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马德仲
宣讲大学生入伍政策。

为抓好征兵宣传，进一步推动兵役
征集工作，本溪军分区组织召开市、县
（区）、乡镇（街道）、村（区）四级管征人
员征兵宣传工作会议，组织政策培训、
部署任务要求、明确责任目标、教授方
法步骤，使每名管征人员都成为征兵工
作的明白人。

他们在全市42条公交线路、600台

公交车的移动电视和车尾后屏循环播
放征兵宣传公益广告、宣传口号和报
名咨询电话；在《本溪日报》《本溪晚
报》开设“东西南北山城兵”专栏，刊载
本溪籍官兵建功立业的先进事迹；通
过微宣本溪、文明本溪、本溪理论武装
等微信公众号开展征兵宣传工作，推
送征兵政策信息；突出大学生征集重
点，梳理汇总 3年来辖区内大学生情
况，利用节假日，上门面对面向大学生
及家长宣讲优惠政策；组织管征人员
进村入户，对每名适龄青年开展“一对
一”政策宣讲；开展进商场、市场、农
场、广场、学校、企业“六进活动”，实现
了征兵宣传全覆盖。

征兵宣传实现全覆盖

今年清明，江西省上饶军分区官兵
来到上饶集中营参观，正当大家专注聆
听女报务员施奇的故事，有位游客冷不
丁来了一句“命都没了，还谈什么信
仰！”无独有偶，在弋阳方志敏纪念馆也
有类似情景，一名游客接过讲解员的话
茬问：“革命先烈把信仰看得这么重
要！他们真的不怕死吗？”

前不久，这个军分区党委专题议
教，大家分析感到，面对信仰与生命这
道“选择题”，也有官兵犹豫彷徨。对
此，该军分区发挥驻地红色资源优势，
把烈士陵园、革命旧址、纪念场馆作为
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动课堂，围绕“信仰
与生命”展开大讨论，不断拉直官兵心
中问号。

坚守信仰，就能为
国家血染战旗，为人民
牺牲一切！

4月初，该军分区把“传承红色基
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第一堂课
搬进上饶集中营，官兵肃立在军分区原
政委李胜的墓前，回望76年前发生在这
里的茅家岭暴动，思绪万千。

1942年 5月 25日，囚禁在茅家岭监
狱的原新四军三支队五团指导员李胜
和其他 4名共产党员组成的暴动委员
会，抓住特务管理员押送人员受审、卫
兵排长外出开会，监狱看守人员比较少
的有利时机，成功发起夺枪暴动，24名
革命志士胜利冲出牢笼。

“面对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被关

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为了革命信
仰不要钱、不要命，我们还有什么理由
不安心干好工作！”站在茅家岭暴动旧
址前，战备建设处参谋张黑喜的心灵受
到极大震撼，“以先烈为镜，坚定理想信
念，才能精神上‘不缺钙’！”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该军分区组织
学习《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中央苏
区史》《可爱的中国》等反映南昌起义、
井冈山精神、苏区干部好作风、方志敏
烈士事迹等红色书籍，开展“红色家书
诵读会”主题演讲。演讲中，政治工作
处干事林贤东感慨地说：“多诵读一遍
红色经典，对革命先烈崇敬更多一分”。

6月下旬，该军分区开展讨论交流，
人人对照先烈反躬自省，问一问理想信
念牢靠了没有、军人誓词践诺了没有。

“军人的信仰首先是对党忠诚！坚守
它，就能为国家不惜血染战旗，为人民
敢于牺牲一切……”广大官兵敞开心扉
给党看、打开天窗说亮话，主动向组织
吐露心声、讲出真话。

党的指示，即便舍弃
一切，牺牲生命也要
坚决执行！

上饶是方志敏烈士的故乡。1933
年1月，为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中央电
令红十军到中央苏区接受改编。当时
有人不理解，方志敏就耐心做工作并表
明态度：这是党的指示，即便舍弃一切，
牺牲生命也要坚决执行，决不推辞。
1934年 10月，方志敏又根据中央指示，

将新组建的部队与红七军团改编成红
十军团，向敌人心脏挺进，以区区数千
人牵制20万敌军，有效掩护了主力红军
长征，后因寡不敌众血染怀玉山。

面对 改 编 ，方 志 敏 不 居 功 、不 自
傲，以身许党，不惜牺牲一切乃至生
命，发出力重千钧、振聋发聩的滚雷般
心声——“党有指示，虽死不辞”，树立
了一名共产党员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
挥，随时准备为党奉献和牺牲一切的不
朽丰碑。

这个军分区坚持把驻地红色资源
作为生动课堂，将方志敏纪念馆作为学
习教育基地，扎实开展“《清贫》长精神，

‘守穷’养气节”和“传承红色基因，共赞
可爱中国”教育实践活动，广大官兵自
觉学习方志敏事迹、弘扬方志敏精神，
争做方志敏式党员干部。

保障处助理员胡真龙是该军分区
第一个申请转改文职的现役干部。起
初，很多人不理解，“他是副团职后备干
部，又负责保障处工作，提升还有机
会”。胡真龙的一番话让官兵找到了答
案，他淡定地说：“当初大学毕业入伍，
就是奔着国防事业来的；现在军队改革
有需要，我坚决听从组织安排，身份虽
然变了，但还是在为强军事业作贡献！”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胡真龙
提交申请后，工作状态始终保持满格。
最近，该军分区组织党员干部围绕“重
讲入党（伍）经历、重读入党（伍）申请、
重温入党（伍）誓词、重写入党（伍）感
悟、重谈入党（伍）初心”过组织生活，大
家纷纷表态：党有指示，万难不辞！

胸标无枪，心中要
有枪；臂章无军，必须
牢记姓军！

前两年，这个军分区也有不同声

音，有的感到“后备后用、后备无用”，有
的认为战争“打不起来”“离得远”，“轮
不上我”“用不上”的心态比较突出；尤
其是军队调整改革后，官兵看到胸标上
少了“枪”、臂章上没了“军”，渐渐把省
军区系统地位作用看轻了，滋生起当

“和平官”“和平兵”的思想。
针对这种现状，该军分区把坚定

理想信念列为改革专题教育第一课，
组织官兵来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
先遣队纪念碑重温入党誓词，在怀玉
山清贫园里诵读《清贫》，开展“重温烽
火岁月，感悟坚贞信仰”座谈交流，引
导官兵认清肩负的光荣使命、重大责
任。座谈中，在正团职岗位干了 9年多
的信州区人武部政委张银昌感慨地
说：“省军区系统和作战部队只有岗位
职责之分，没有天地大小之别，更没有
英雄无用武之地之说；省军区军分区
都是作战区，在前方在后方都是打赢
好地方。”

6月上旬，该军分区召开党委议训
会，认真学习习主席关于大力纠治部队

“和平病”的重要指示，出重拳清除官兵
脑子里的和平积弊。他们着眼部队实
际，组织开展“精武上饶-2018”群众性
比武练兵活动，通过主官任教、按级任
教、专长任教，进一步缩小“两个不相适
应”问题差距。在20公里战斗体能考核
中，该军分区司令员沈根火、政委陈宏
冲在最前列，参考的27名官兵无一人掉
队。动员处参谋杨俊杰脚掌磨出好几
个水泡，硬是跑完了全程，“主官都这么
拼，我们更不能落后。”

“虽然胸标无枪，但心中要有枪；
尽管臂章无军，必须牢记姓军！”现如
今，记者在这个军分区看到，官兵把岗
位当战位，把事业放首位，处处充满

“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的浓
厚氛围。

信仰与生命，关键时刻怎样选择？
——江西省上饶军分区结合主题教育拉直官兵心中问号

■卢朝晖 本报特约记者 梅永前

江西省

萍乡市

辽宁省

本溪市阿里高原的山苍劲而又挺拔，蜿蜒
起伏的山脉中，一辆军用运输车满载着
边防官兵的生活物资，在沟壑间缓缓移
动，然而今天车上多了一位特殊的“乘
客”，她就是军嫂陆晓晖。

这是陆晓晖第一次来到阿里边关，
这里的一切对她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熟
悉的是她曾无数次在丈夫高世明口中听
到关于这里的点点滴滴，自认为已经对
这里了如指掌，但这片土地对于初来乍
到的她却没有丝毫的“客气”。稀薄的氧
气，强烈的紫外线，以及难以忍受的高原
反应，让她这个来自山东高密的姑娘吃
尽苦头。

陆晓晖历时 4天，经过 4次转机、转
车，辗转4000多公里奔赴“生命禁区”西
藏阿里边防哨卡，只为探望常年坚守在

这里的丈夫高世明。车窗外变幻的云彩
和雄伟的山脉，都已无法吸引急切与丈
夫相聚的陆晓晖，她原以为来到阿里就
能看到高世明，让她没想到的是，此时丈
夫还在400公里之外的边防连队。

不知颠簸了多久，车辆终于停了下
来。长途奔波的陆晓晖满身沙土，一脸
疲惫。在连队门口等候多时的战士们，
为陆晓晖献上了洁白的哈达，看着丈夫
高世明以及官兵们一张张写满“高原红”
的脸，陆晓晖禁不住心疼落泪。当晚，她
忍着高原反应与内地的朋友联系，为官
兵们订购防晒面罩、维生素片……

陆晓晖大学期间所学专业是法律，
她利用连队学习时间，为官兵们讲解一
些法律常识，为他们答疑解惑。今年准
备在山东聊城买房的中士李宁，想了解
购房时定金交付方面需注意的事项，陆
晓晖悉心为他解答，帮助李宁消除购房
时的困惑。

经过几天的适应，陆晓晖走进班排
与战士们拉家常，看见列兵郑青勇的迷
彩服破了一个洞，她赶忙拿来针线细心
缝补。她每天都会去炊事班帮厨，与战
士们一起摘菜、洗菜，看着大棚里种类繁
多的果蔬，陆晓晖不禁感叹，在高海拔地
区能种出这么好的果蔬真是不容易。

“在遥远的边关哨卡，看着这些年龄
跟我弟弟一般大的战士们，脸上的高原红、
手上的老茧、变形的指甲，他们用青春和热
血守护着边境线，能够为他们做一些力所
能及的事，我非常开心。”陆晓晖说道。

聊起自己的丈夫高世明，陆晓晖的
话语里满是自豪。虽然两人从认识到结
婚只见了三面，平时更多的是电话联系，
但高世明的质朴、果敢、奉献精神深深地
打动了她。虽然刚刚结婚高世明就返回
了部队，但陆晓晖非常理解，“既然选择
了嫁给他，就应该义无反顾地支持他。”

漫漫边关路无法阻挡属于他们的幸
福，皑皑白雪见证着他们彼此的誓言：你
守卫着边防线，我守护着你，矢志不渝、
无怨无悔！

军嫂探亲来边军嫂探亲来边关关
■刘晓东 曹 雨

图①：陆晓晖和丈夫高世明（左二）给战友们发喜糖。
图②：陆晓晖为训练的官兵加油鼓劲。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中华大地再
掀迷彩热。如果说青春是一道风景，那
么迷彩就是其中最靓丽的色彩。

由此，想到两则新闻。
其一，今年征兵歌曲《青春不一

样》，再次激荡青春梦想，号召青年一代
投身军旅。“要让青春流点泪，要让青春
不一样”，这也许是很多青年人选择军
营的理由。

其二，据初步统计，刚刚过去的高
考季，共有近 10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踊跃报考军校。这充分证明，军事院校
依然是青年学子梦想的地方。

不管是适龄青年应征入伍，还是青年
学子报考军校，他们的选择无疑是可贵的、
值得点赞的。相信，当坚强挂上成熟的脸
庞，他们的未来将变得无敌而宽广。

无热血，不青春；无担当，不成长。
青年的选择，一定意义上代表着社会的
一种价值导向、一种奋斗方向、一种人
生指向。

当有些青年热衷于金融学、计算机
时，有些青年却热衷于指挥学、战争
学。不可否认，选择任何学科都是在为
祖国作贡献，但选择迷彩无疑需要勇气
和血性，因为迷彩意味着热血、艰苦、奉
献、乃至牺牲。

看那抗洪大堤上的奔忙，看那边境巡
逻的脚步，看那战舰驰骋的航迹，看那维
和一线的冲锋，看那演习演练的硝烟……
处处都透露出青春的坚毅、奋斗和无畏。

“要让青春追着光，要让青春不一
样”，迷彩的青春真的与众不同。

然而，在迷彩色的映衬下，有几种
现象值得反思。

有的青年在职业选择上，总是奉行
精致的利己主义，不考虑国家的大棋盘，
只热衷于拨弄心中的小算盘，以利益多
少来衡量一切。殊不知，青春无价、报国
无价，把利益作为尺码只会导致人生失
衡。倘若国家缺少军人护佑，富而不强，
自己拥有再多财富，又有什么意义呢？

有人发网文，“湖南娃娃不愿当军
官”。虽是无稽之谈，别有用心。但也
警示我们，青年人的价值观绝不能偏，
偏了就危险了！

生逢战争年代，青年一代参军报国
见热血、见道义；生逢和平时期，青春一
代投身军旅见理想、见使命。须知，青
年人不思报国，不思将来，中国梦强军
梦如何实现？

电影《无问东西》虽是文艺作品，但
青年们“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价值取
向让人崇敬。电影《战狼》《红海行动》
虽是艺术创作，但也充分彰显国家荣
誉、公民尊严与军人的关系。

奋进新时代，民族复兴、国家强盛，
与一支军队的强大天然联系在一起。军
队要强大，无疑离不开青年人的选择和担
当。更多有志青年携笔从戎、投身军旅，
强国梦强军梦才会蓝图毕现、奋斗以成。

当然，今天的军营仍少不了苦和
累，少不了血与火，也少不了单调、寂寞
和枯燥。然而，没有家国大义、报国情
怀，何谈立身树人？又何谈青春无悔？
大浪淘沙，烈火见金。选择军营，不仅
仅是一种人生抉择，更是一次向往崇
高、追求强大的自觉行动。

“热情每天都装满了胸膛，勇气同
硝烟一起来飞扬”。迷彩定格的青春，
必然是不一样的人生，也必将迎来梦想
绽放、青春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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