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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车呼啸着穿过战场，发出轰鸣；战
士身穿迷彩服、头戴钢盔，向着高地冲
刺。“机枪手头部中弹，卫生员上去包
扎！突击手小腿骨折，担架队快把他抬
下来……”随着场上不断有队员的头盔
冒出表示“受伤”的红烟，战士们根据指
令，在硝烟中快速穿插行动……

这一激烈“战事”的发生地并不在部
队训练场，而是在天津市东丽区国防教
育基地，冲锋陷阵的“战士”都是参加军
训的学生。走下训练场，天津大学大二
学生郭虎兴奋地说：“原来军训这么有
趣，打仗拼的也不只是体力！明年，我要
报名应征！”

天津市深化学生军训改革，通过基地化
训练提升军训质效，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专业基地年承训20万学生

暑期，天津市教委和天津警备区司令
部又一次联合公布当年达标的学生军训基
地名单，明确各高校和高级中学必须选择
具备承训资格的基地组织学生军训活动。

翻看记录记者发现，名单每年都在变：2009
年28家，2014年22家，如今只剩下15家。
学生军训办公室工作人员解释，只有软硬
件条件都过硬、得到学校和学生广泛认可
的基地才能在军地严苛的考核中过关，共
同完成每年20万人的学生军训任务。

科学统筹承训力量、合理规划承训
时间、妥善处理学生军训与部队自身战
备训练关系，是军地职能部门普遍面对
的课题。为此，天津市探索学生军训基
地化模式，组建统一的军训基地，“在专
业场所，让专业人干专业事”。

走进东丽区国防教育基地记者看
到，占地 100多亩的多功能综合训练场
上，专业化训练器材琳琅满目；国防教育
展馆、人防教育展馆、禁毒教育展馆里，
展品丰富，介绍翔实；基地后厨窗明几
净、规范整洁，工作人员进入前必须更换
服装，管理严格。

专业教官立起“兵的样子”

8月 31日，60名民兵骨干参加了包

括理论知识、单兵战术、队列、战伤救护
等课目在内的严格考核，其中31人戴上

“天津市学生军训教官”臂章，取得上岗
资格。学生军训办公室工作人员向记者
介绍，这60名参考人员已是从退役士兵
中“千里挑一”的高手，近一半的淘汰率，
凸显优中选优打造过硬军训教官队伍的
决心。

随着部队体制编制调整变化，学生
军训任务全部由部队承担已不现实，必
须建立一支军政素质高、作风养成好且
相对稳定的专业化教官队伍。为此，天
津市参照部队管理做法，建立起一整套
严格的教官选拔、培训、管理、监督、制约
和激励机制。

建设专业化教官队伍，为拓展学生
军训课目内容提供了可能，不仅增设沙
盘堆建、识图用图、野外生存、野营拉练
等课目，添加战备基础、战场救护等新
内容，还推广轻武器射击、战术对抗等
模拟仿真训练，大大提升了学生们的参
训热情。

专业教材满足个性需求

“大学生群体富于思考，充满激情，
希望展示自己的能力特长并获得群体认
同，在训练过程中一定要特别注意维护
他们的自尊……”

这是天津市军训基地建设样板——
东丽区国防教育基地军训社会实践教材
中的一段话。记者翻开教材看到，教官
工作考核细则、学员管理制度、内务卫生
管理制度、不同阶段学员课程安排等内
容一应俱全。其中，根据不同学校要求
量身定制的军训“套餐”，更是体现了务
实、灵活的原则。

低年级学生军训以体验训练、国防
教育为主，侧重于提升学生对国防和军
队的认识；高年级学生重点掌握基本军
事技能，侧重于提高学生军事和身体素
质；大学生军训注重与新兵训练课目对
接，设置轻武器射击、综合野营拉练等
课目……

天津市一所高职院校学生军训领队
老师告诉记者：“在国防教育基地军训，
大到训练安全的保障、国防意识的培养，
小到内务卫生的整理、个人物品的摆放，
都有明确要求，更能让学生感受到军营
的氛围。”

据了解，天津市还建立了动态的学
生军训基地准入和退出机制。他们先后
出台《天津市学生军事训练基地建设规
范》《天津市学生军训基地检查实施细
则》等文件，为严格规范学生军训基地建
设提供了有力保证。今年 4月，15家军
训基地中有2家因没有达到规范化标准
要求，被取消资质并进行替换。

基地化训练：打造学子“新兵营”
—天津市探索基地化训练模式为学生军训工作提质增效

■傅 傢 本报记者 方 帅 鲁文帝

本报讯 李京进、记者熊永岭报
道：这两天，山东省新兵陆续离乡奔赴
军营。送兵时，记者发现，越是艰苦地
区的新兵素质越好。烟台市今年赴艰
苦偏远地区部队的新兵中，大学生士兵
数量超过 70％；各地进藏新兵中，大学
生士兵数量均达到或超过去年的2倍。

这几年，山东省一直使用“兵员征集
定兵辅助决策系统”定兵。应征青年填
报1至2个自己向往的部队，然后由计算
机系统根据学历、专业等要素对应征青
年进行排名、依次录取、分配去向。这种
方式虽公正公开、尊重青年个人选择，但
也带来新问题：偏远地区部队相对遇冷，
基层一线兵员素质不及大机关。

今年缘何发生变化？“八一”前夕，
退役军人事务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
兵就业安置工作的意见》。据此，山东
省出台新规定，明确在退役士兵安置中
一般不再组织文化考试，今年确需考试
的，成绩比重不得超过20%，从明年起全
面取消文化考试，退役安置以贡献的大
小“排队”——服役时间长、立功受奖
多、艰苦边远地区和特殊岗位人员享受
优先选岗权。

山东省军区政委尚振贵告诉记者，
符合条件的退役士兵安排工作实行文
化考试与档案考核相结合的安置方式，
有利于公平公正公开选才用才，但也确
实存在问题：一些士兵在服役后期，把
过多精力用于文化复习，工作上被动应
付；还有的虽然多次立功受奖，但因在文
化考试中失利，安置不佳等。这些问题
对部队教育管理带来一定影响。新规定
凸显了“精武奉献”的评判标准，有利于
营造安心服役、奉献基层的良好氛围。

济南籍士官王重轩在海岛工作 12
年，多次立功受奖。符合退役安置条
件后，家人动员他退役返乡，而部队则
希望他能留队。安置新规出台后，他
递交了留队申请：“我告诉家人，现在
当兵时间越长、奉献越多，回到地方安
置越占优势。他们都同意我再干几
年、再建新功。”

济南市天桥区人武部部长李正文
介绍，他们在役前教育训练中加入学习
安置新规内容，不少预定新兵因此递交
了去艰苦地区服役的志愿书。山东交

通学院学生、预定新兵黄安威等 7人的
联名申请中写道：“参军报国、为国戍边
是我们的梦想，然而家人都不希望我们
离家太远。有了安置新规，家里人的工
作一下子就做通了，我们志愿去艰苦地
区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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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郝东红、记者周海良报道：
9月初，陆军某部退役士兵李刚回到家
乡安徽合肥后，从安徽省教育考试院官
网获悉，今年该省出台规定，大专毕业学
历义务兵可免试上本科，他只需携带毕
业证及学籍档案、身份证、退伍证到目标
学校申请，经审核后可于明年春季入
学。这是安徽省抓好教育优待，帮助退
役士兵实现学历升级、提升就业创业能
力的又一实际举措。

退役士兵就业创业受学历和劳动技
能影响制约颇大，不少退役士兵因文凭
不够、专业技能缺乏与心仪岗位失之交
臂。为提升退役士兵学历和职业技能层
次、促进就业创业，2017年安徽省专门
对《拥军优属条例》进行修订，对退役士
兵享受学历教育优先优待和职业教育、
就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等进行了明
确。今年 8月底，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
院根据这一条例，下发《关于做好普通高
职（专科）毕业生服义务兵役退役和“下
基层”服务期满后免试接受成人本科教

育招生工作的通知》，确定安徽师范大
学、安徽财经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等5所
高校，采取自愿报名、申请入学、审核录
取的办法，免试招收退役士兵接受成人
本科教育。

“让退役士兵参军归来重圆大学
梦，能够有效提升他们的学历层次、增
长职业技能，这既是拥军工程，也是就
业民生工程。”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领导介绍，他们根据国家和省政府有关
规定，落实并执行退役士兵高考及高职
院校招生等多项优待政策，于2016年年
底制定并下发《安徽省高等职业院校分
类考试单独招生退役士兵暂行办法》，
采取指定学校单列计划的方式，在16所
院校单独招收退役士兵，助力退役士兵
学历和职业技能双提升。同时，记者在
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网看到，今年
4月底公布的《2018年高考政策照顾考
生名单公示》中，930余名自主就业退役
士兵依据民政部门提供的证明享受了
政策照顾。

安徽 退役士兵享教育优待“大餐”

关 注 学 生 军 训 季
深化学生军训改革试点系列观察

9月8日，安徽省濉溪县举行欢送新兵大会。县领导为近800名新兵和家长
戴大红花、披绶带，并组织县新媒体全程直播，在全县营造“一人参军，全家光
荣”的浓厚氛围。 陈龙万摄

9月 7日，湖北宜昌市猇亭区人武
部营区，参加入伍欢送大会的新兵和参
加关爱退伍老兵“一站式”服务活动的
退伍老兵不期而遇。

一边是经过部队锤炼的老兵，怀着
对军队依依不舍的深情；一边是稚气未
脱的热血青年，满怀对军营生活的热切
向往。欢迎老兵返乡恰逢新兵欢送会，
两场活动巧遇，让新老兵感到“当兵很
光荣、退伍受尊重”。

今年的“八一”议军会议上，宜昌市
猇亭区委一班人形成共识：要在全社会
形成崇军尚武的氛围，光是热热闹闹地
把战士送入部队还不够，更要做好服役

期间的优抚，落实退役后的安置，形成
保障服务闭环，少一个环节都不行。于
是，便有了新兵欢送会巧遇关爱退伍老
兵“一站式”服务活动的一幕。

在“一站式”服务活动现场，一个个
戴着大红花身披“光荣退伍”绶带的退伍
老兵走上主席台接受致敬。台下，来自
人武部和公安、民政、人社等政府职能部
门的工作人员，现场为退伍老兵办理各
种手续，包括转服预备役登记、保险转移
接续、户籍落户、党组织关系转移等，解
决了退役士兵返乡办理各种手续程序复
杂、耗时又费力的老大难问题。

刚办完党组织关系转移的退伍老

兵黎铭杰告诉记者：“以前听战友说，回
来了需要办一堆手续，我一直在发愁。
谁知，前天还在火车上，我就接到人武
部的通知，让我参加这个活动，今天一
上午就办好了所有手续！”

不仅有政府部门，当地一些企业还
在活动现场设置了展台，组织招聘退伍
老兵。

一级士官蔡敬伟在部队时是党员
骨干，多次立功受奖，当场被宜昌三峡
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录用，还有6名退伍
老兵和相关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退役士兵职业培训合作单位东升职业
学校的老师，现场为每名老兵一对一制

定职业教育学习和技能培训规划。老
兵们都竖起大拇指称赞“一站式 ”服务
真是贴心又高效。

一天内的两场活动，加深了新兵和
家长“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体会，同
时，也激励了新兵献身国防、在部队建
功立业的决心。退伍老兵也纷纷表示，
会在未来的工作中不忘初心，弘扬人民
军队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岗位上再创佳
绩，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再
立新功。

上图：身披“当兵光荣”绶带的入伍
新兵和身披“光荣退伍”绶带的老兵欢
聚一堂，交流思想。

当“参军光荣”遇上“退伍光荣”
■朱 勇 陈 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