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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卫华、记者崔嫣然报
道：8月30日至9月2日，空军航空开放
活动在吉林省长春市举行，本次活动以

“追梦空天”为主题，内容主要包括飞行
表演、跳伞表演、航模表演、实战演示、装
备静态展示等环节。来自全国各地的
19万余人通过此次航空开放活动走进
空军、了解空军，领略空军的发展壮大。

自 2011年开始，空军航空开放活

动每年举办一届。记者在此次活动现
场看到，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和空军
航空大学派出的“天之翼”“红鹰”飞行
表演队、“蓝鹰”跳伞队等4支表演队共
舞蓝天，精彩纷呈。今年的航空开放
活动，展现了新时代练兵备战新气象，
彰显了空军官兵的使命担当和责任追
求。例如，今年增加了空降兵空中突
击分队解救人质的实兵演练，还有目

前已列装部队的两型歼击机模拟“空
战”演练，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空军部队
开展实战化练兵的浓厚氛围和过硬的
战斗力。

此次活动，共展出 42型航空武器
装备，数量和类型创历次航空开放活动
之最，参展装备分为空中作战、空中投
送、预警探测和防空反导等 5个板块，
系统展示了空军主战装备的风采。

此次航空开放活动，空军特别邀请
了香港、澳门的青年学生代表参加。受
邀而来的港澳青年学生代表大多是第
一次与人民空军零距离接触，第一次观
看盛大的飞行表演，第一次观摩空军新
型战机。精彩的飞行表演、威武的航空
武器装备展示，让他们激动不已。活动
中，港澳青年学生代表不时挥舞着国
旗，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据空军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介绍，
举办航空开放活动，旨在向观众展示
空军部队建设和发展的成就，展示空
军官兵投身强军实践、刻苦练兵备战
取得的成绩，以进一步激发全国人民
的爱国拥军热情。

上图：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在武器
装备静态展示区参观。

崔嫣然摄

来自全国各地的19万余人参加空军航空开放活动

走进空军 了解空军 领略空军

本报讯 李昌勋、孔超报道：截至9月
3日，山东省菏泽军分区组织的9批预定新
兵役前训练全部结束。此次训练，共有参
训人员4464人，其中考核合格者3596人，
淘汰868人。该军分区副司令员孟凡光
说：“我们要通过役前训练优中选优，确保
送入部队的每一名新兵都是优质兵员。”

针对往年少数新兵入伍后出现身体
和心理素质不适应紧张军营生活的问
题，该军分区今年扎实抓好预定兵员的
役前训练。他们选拔 16名现役军官、
228名基层专武干部和 610名优秀退伍
士兵担任训练骨干，设置营连排班，实行
封闭式管理，分批对预定新兵进行严格
集训，力求通过集训使预定新兵肩上有
兵的责任、身上有兵的味道、心里有当兵
的思想准备。

集训中，该军分区引导预定新兵从分
析国家安全形势入手，增强献身国防、保
家卫国的使命感；从学习兵役法规入手，
增强遵纪守法、履行义务的责任感；从回
顾军队建设发展的深刻变化入手，增强投
身强军实践的热情；从介绍军营大学校的
良好环境入手，增强在军营成才的信心。

本着“跳一跳、够得着”的原则，该军
分区将役前训练内容分为“必训、选训、
一般了解”3个层次，着力让预定新兵掌
握基本的、了解常用的、知晓面上的。他

们把队列训练作为重点课、必训课、考核
课来抓，严格按照队列训练要求组织实
施。为了增加预定新兵的体能和耐受能
力，他们既遵循《军事训练与考核大纲》
要求，又不简单生搬硬套，而是采用“兴
趣引导法”把趣味活动穿插到 3000米
跑、单杠引体向上、蛇形跑、仰卧起坐、俯
卧撑等课目训练和竞赛中，使训练既充
满趣味又富有挑战。

集训中，该军分区坚持一手抓教育
训练，一手抓制度落实。他们组织预定
新兵学习军队条令条例，强化遵章守纪
意识，引导预定新兵做法规制度的明白
人，自觉接受纪律约束；从基础课目、整
理内务、礼节礼貌等内容入手，突出抓好
预定新兵的作风养成和精神培塑，对违
反规定者及时予以纠正，以严格的纪律
确保管理正规有序，引导预定新兵做好
步入军营的各方面准备，为迈好军旅生
涯第一步夯实基础。

对于考核不合格的预定新兵，该军
分区坚决予以淘汰，以确保送入军营的
新兵思想政治素质人人合格、身心素质
个个过硬。

菏泽军分区扎实开展役前训练，力求预定新兵——

肩上有兵的责任 身上有兵的味道

大西北腹地青海省，有个叫海南的
地方。此地与南海之滨的海南同名，但
自然资源条件却是天壤之别。海南藏族
自治州，地广人稀，经济发展滞后，扶贫
攻坚的任务很重。

这些年来，从国家到青海省、海南州
以及各县，都下大力帮扶农村牧区群众
脱贫，取得突出成绩，但仍有一些农牧民
处于贫困状态。如何让扶贫政策、措施、
资金、项目更精准地落实到位，使家家户
户都摆脱贫困？海南军分区积极探索，
组织农村牧区民兵成立帮扶队，选拔率
先脱贫致富的民兵骨干担当贫困群众身
边的扶贫队员，成效明显。

民兵参与扶贫，扶贫
队员“本地化”

共和县托勒台村林有成，因家有病
人，无法外出打工，脱贫又返贫。后来，
上级派来的扶贫干部给他家拿了一个方
案，由村里的民兵帮扶队帮助他家办几
件事：依据扶贫政策，申请 10万元无息
扶贫贷款，利用草场发展绿色养殖业；购
置一辆三轮农用车，农忙时拉肥料，农闲
时在附近拉货挣运费。现在，林有成家
的土坯房换成了砖瓦房。

海南军分区司令员严康林说：“打赢
脱贫攻坚战，民兵应该在‘最后一公里

处’发力，因为他们就在贫困群众身边，
既熟悉情况又方便帮扶。”基于这一认
识，该军分区积极组织民兵参与扶贫，协
助上级机关派来的扶贫干部抓好落实。
他们依托村民兵连，一村建一个民兵帮
扶队，队员一部分是当过班长、任过支委
的优秀退役士兵，另一部分是选拔出来
的民兵种植养殖能手。每个民兵帮扶队
人数不一，少则三五人，多则一二十人，
人人顶用。在此基础上，他们组织民兵
开展“学政策、传经验、教方法、助脱贫”
活动，教育引导民兵“心里装着父老乡
亲，肩上挑起扶贫担子”，积极参与脱贫
攻坚。建立民兵帮扶队这一举措，使扶
贫队员出现了“本地化”趋势。

藏族民兵钦旺就是一名“本地化”的
扶贫队员，他承接一家藏文化饰品企业
的生产任务后，全家人农闲时投入特色
饰品制作，大幅增加了家庭经济收入。
近期，钦旺正带着供货合同走家串户，请
乡亲们和他一起利用空闲时间制作特色饰
品。他说：“我准备和乡亲们商量建一个
手工藏饰作坊，大家一道创业致富。”

民兵结对帮扶，扶贫
举措精准化

立秋刚过，开办牛肉加工厂的德桑
洛又一次来到哈乙亥牧场。他平时经常

来牧场，指导牧民索南才旦科学养牛、确
保肉质。这次来牧场，他以高于市场的
价格与索南才旦签下购买几十头牦牛的
合同，这份合同使索南才旦家今年的收
入增加几万元。

德桑洛为什么帮扶索南才旦？因为他
不仅是牛肉加工厂厂长，还是民兵排长、扶
贫队员，索南才旦是他的结对帮扶户。

巴沟乡下阿格村的藏族村民多加，
因火灾烧光了家产，一家4口挤在一顶6
平方米的帐篷里。民兵帮扶队不仅替他
家申请了 7万元的救济款，还苦干一个
多月帮他家修缮了烧毁的房屋。

今年 8月，牧民旦增德让的心情经
历了喜、忧、美的转变过程，原因是他的
女儿央玛考上了大学，但是学费一时无
法凑齐，正当他愁眉苦脸之时，村里的民
兵帮扶队员才洛加给他女儿送来了一笔
助学金。旦增德让说：“困难刚露头，解
难的人就出现了，这扶贫扶得真及时！”

扶贫精准及时，靠的是贫困群众身
边的民兵扶贫队员情况熟、政策通。笔
者采访时，看到民兵扶贫队员才洛加有
一本小册子，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十几
户贫困牧民的家庭信息、生活困难情况
和帮扶措施。对此，该州有关部门的一
位负责人说：“扶贫攻坚是一盘大棋，既
要在总体布局上下功夫，也要发挥每一
颗棋子的作用，这样才能破障解难，真正
扶到贫困群众心坎上。”

民兵列阵攻坚，扶贫
工作常态化

组织农村牧区民兵帮扶队参与扶贫

取得实效后，海南军分区协调地方扩大
成果，他们在所辖各县的医疗、教育、科
技、旅游等行业系统选拔民兵骨干，在每
个县城组建10支特色民兵帮扶队，按专
业分工开展扶贫工作。

这批具有专业技能的民兵帮扶队
列阵脱贫攻坚一线后，该军分区联合
地方有关部门组织民兵扎实开展教育
帮扶、医疗帮扶、科技帮扶、产业帮扶，
着力探索“村有特色产业、户有致富途
径、人有一技之长”的扶贫模式，推动
扶贫工作常态化开展。

笔者在角什科寺采访时看到，民兵
医疗帮扶队又一次来到乡亲们身边。这
里已经成为“定点医疗服务站”，民兵医
疗扶贫队一到，周边几个村的村民就赶
来问诊。村民康钦利送上一面锦旗和洁
白的哈达，感谢民兵医疗帮扶队帮助他
治好了病。

同德县尕巴松多镇瓜则村牧民拉则
加告诉笔者，以前，牧民因为缺乏销售途
径，牦牛肉只能在县城进行少量交易，很
难赚到钱。县里的民兵帮扶队教他找到
了网上销售的新途径，牦牛肉卖出了好
价钱。

同是致富路，家家“路”不同。江仓
麻村，是青海湖畔一个不知名的小村
庄。藏族姑娘仓拉吉的家就在那里，由
于靠近湖泊，土地碱性高，农牧业收成都
不理想。在民兵帮扶队的帮助下，仓拉
吉一家把平房改建成藏族风情民宿，还
学会了在旅游网站发布住宿信息的本
领。如今，她家的民宿小旅店成了“网红
店”，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使她家
的经济收入逐年攀高。

如何让扶贫政策、措施、资金、项目更好地落实到位？青海省海南军分区
组织农村牧区民兵成立帮扶队，做贫困群众身边的扶贫队员—

民兵，奋战扶贫“最后一公里”
■本报特约通讯员 闫川平 马 富

最近，一档电视节目引发网友对
中国男性青少年“阴柔化”趋向的深深
忧虑。

当“小鲜肉”走红娱乐圈，阴柔之
风渐渐影响到青少年的审美追求和偶
像选择时，许多人担心以“娘化”为美
的审美观，会对青少年造成负面影响，
进而销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阳刚、血
性之气。这样的忧虑，既要冷静看待，
也需认真关注。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成长有了
充足物质条件保障的青少年，追求更
精致的外在，本无可厚非。回想改革
开放前，人们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填饱
肚皮而不是怎样打扮自己，一条裤子
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完老幺穿。
今天，多数家庭不再为吃饱穿暖发愁，
青少年自然会将目光转向好看、帅气、
漂亮。

审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随着人
的成长和心智的成熟而变化。不同个
体、不同年龄层次的审美取向存在差
异甚至大相径庭，是正常现象。想当
年，70后、80后在卧室里贴上“小虎
队”海报时，不少50后、60后家长曾疑
惑不解；80后、90后哼着周杰伦的歌
时，也有很多家长感到诧异。

我们希望今天的青少年崇尚阳刚
血性，同时也要理解和包容他们对于
精致外在的喜爱。我们如果仅仅将批
评“阴柔化”的矛头指向外表，难免过
于浅表化。试想，逼着他们卸妆，他们
的内心就会变得坚强吗？手机壁纸是

“小鲜肉”，就不可能成为“战狼”吗？
那么，当我们担忧“阴柔化”泛滥

时，究竟在担忧什么？实际上，我们不
仅担忧青少年外在形象的变化，更担
忧他们精神世界的荒芜和血性阳刚之
气的销蚀。的确，比外表“娘化”更可
怕的，是精神上的迷茫、心理上的脆
弱、责任感的缺失和尚武精神的消退；
比追求外表精致更堪忧的，是追求精
神上的精致利己。

眼下正值征兵季、学生军训季，从
近年来的情况看，不乏这样的现象：有
的青年不愿意参军入伍、入伍后吃不
了苦打退堂鼓；有的青少年受不了学
校的军训，太阳一晒就中暑、三天两头
泡病号；还有一些家长认为，“孩子是
来上学的，不是来军训的”“别人的孩
子当兵可以，我家的孩子不能去吃这
个苦”。

社会需要包容，但任何一个社会、
一个个体都需要精神脊梁。从古罗马
贵族崇尚奢华享乐后的衰败，到八旗

子弟玩物丧志后的堕落，历史一再告
诫人们，尚武精神和血性阳刚之气不
能丢失。青少年是家庭的希望，也是
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在他们的成长之
路上，可以有娱乐明星作伴，但更需要
精神偶像引领。其中，以身许国、血性
阳刚的军人自然不可缺席。

青年有血性民族才有希望。审美
追求反映价值追求，也必将深刻影响
人的精神品质。在注重外在形象塑造
的同时，我们应更注重青少年内在涵
养、精神境界和意志品质的培养，引导
他们培塑家国情怀、承担社会责任；鼓
励他们直面困难挫折，淬炼勇敢坚毅
的品格、血性阳刚的气魄。

时值9月，一批青年正步入军营、
走上军训场。在瞩目关于“阴柔化”的
批判和争论之余，不妨对军营和军训
多一些关注支持，为正在加钢淬火的
军营新生代们点赞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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