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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于斌、张光勇报道：9月上
旬，山东省德州军分区组织人武部主官
交接会。交接会上，离任干部在介绍经验
后，详细讲起任职期间人武部建设的教
训。这是该军分区助力新交流干部克服

“水土不服”，实现“非转专”的“四个一”
活动的其中一项，确保新任职干部尽快
进入情况、融入工作。

为确保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
位上，军分区提前做起了功课。做一
次情况摸底。通过交流干部原单位、
干部信息系统详细了解他们的成长
经 历 、工 作 阅 历 、家 庭 情 况 等 内 容 。

“王亚明多次参与防汛抢险任务，适

合到德州防汛任务较重的齐河县工
作；项光满在多个岗位锻炼过，工作
经验丰富，与栾玉勇搭档更容易实现
强 强 联 合 ……”通 过 召 开 专 题 常 委
会，综合考虑主官素质、班子结构等
因素后，研究上报了推荐使用意见。
举行一次任前谈话。为帮助新任职干
部尽快了解军分区系统工作的特点
规 律 ，军 分 区 司 令 员 张 俊 杰 、4个 县
的 地 方 主 要 领 导 与 4名 新 任 正 团 职
干部进行了集体座谈，介绍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和党管武装工作环境
等相关内容。举行一次离任审计。该
军分区还严格依照上级离任审计有

关规定，组成专门工作组，通过核对
账目、谈话了解等方式，对转业人武
部主官在任期间履行经济责任、重大
经费开支、重要工程建设、固定资产
处置以及住房、用车等情况进行认真
审查，离任主官、在任主官和新任主
官三方签字确认，确保新老主官交接
清楚明白。

“通过‘四个一’活动，不仅提高了
我对军分区系统的特点规律和职能使
命的认识，更坚定了建功新岗位的信
心和决心。”新交流到临邑县人武部任
部长的朱明的一席话，道出了新任职
干部的心声。

德州军分区组织新任正团职干部报到交接

“四个一”助力新干部履职
本报讯 徐亚宗、吴忠勇报道：讲得

准确生动、做得标准熟练、教得灵活有
效……9月初，14名退役士兵通过层层
考核和任务锤炼，被湖北省咸宁军分区
选聘为民兵军事训练专职教练员。这是
该军分区适应民兵基地化训练需求，着
力提升民兵军事训练水平的实际举措。

基地化训练是创新民兵训练方式
的重要内容。咸宁军分区以民兵军事
训练改革试点任务为契机，狠抓民兵基
地化轮训任务的落实，组织各县(市、
区）基干民兵开展集中轮训。然而，队
伍好建，“教头”难寻。军分区党委一班
人认为，民兵教练员队伍的整体素质，

直接影响到民兵训练质量的提升和应
急应战任务的完成。他们决定采取公
开选聘的办法，择优选配教练员队伍。

在民兵基地化轮训开始之初，该军
分区组织 120名曾担任过班长、优秀

“四会”教练员、预提指挥士官、训练标
兵的优秀退役军人集中进行为期 12天
的培训，通过理论素质、专业技能、教学
组训及管理能力的全面考评，筛选出24
名优秀退役军人作为教练员预选对象，
通过 3个月的组训实践和试用考察，14
名预选对象脱颖而出，最终被正式聘用
为民兵训练专职教练员，享受地方事业
单位人员同等待遇。

“使用风力灭火机单机灭火时，先
从上部摆动，用强风压低火势……”在
部队服役 16年的退役士官胡志祥把作
战部队的作风和标准带到民兵训练中，
边讲解边示范，激励参训民兵以饱满的
热情投入训练。

课目训练作示范，教学比武争第
一，急难险重任务冲在前……随着训练
任务的深入展开，教练员发挥的作用越
来越明显。今年以来，他们承担了 7个
专业 1000余人的民兵训练任务，民兵
训练的质效显著提升。同时，由教练员
承担的 2个教学课目被推荐到省军区
参加教学比武。

咸宁军分区着力提升民兵组训教学能力

民兵训练有了专职教练员

本报讯 陈谊、汪健摄影报道：
9月 14日一早，浙江省开化县华埠镇
旭日村新兵唐晨浩家中挤满了送鸡蛋
和祝福的亲友村邻（右图）。“这些鸡蛋
是我们全村 500多户人家送的，名为

‘拥军鸡蛋’，饱含着浓浓的情谊。”旭
日村党支部书记赖建波说。

“说起‘拥军鸡蛋’，要追溯到上个
世纪60年代初。”赖建波告诉笔者，那
时候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百姓生活很
艰苦，别说鸡蛋，就连稀饭也喝不上。
那年村里有一名男青年应征入伍，为
保证参军青年有良好的体魄保卫祖
国，村民自发地拿出平时舍不得吃的
鸡蛋送到青年家中。此后，只要该村
有新兵，每家每户都要为新兵送上一
枚鸡蛋，这一送就是58年。

旭日村如今共有506户人家，分布
在10个自然村，每年都有优秀的青年参
军报国。今年唐晨浩光荣入伍的消息传
来后，村妇女主任黄建凤立马组织妇女
行动起来，挨家挨户上门收集鸡蛋。每
到一户村民家中，黄建凤都会向村民介
绍今年是哪家的孩子应征入伍。半个多
世纪过去了，村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但

“拥军鸡蛋”送新兵的传统从未间断，而
且村里青年参军的氛围也更加浓厚。

浙江省开化县旭日村

“百家蛋”送到光荣人家

本报讯 胡克成摄影报道：9月
14日，重庆市忠县 2018年度新兵欢
送大会暨全民国防教育宣传月启动仪
式在忠州广场举行，县长江夏为新兵
佩戴大红花（上图）。

该县将欢送新兵与全民国防教育
日活动相结合，传承红色血脉，明确各
级各部门国防义务。县领导全部参加
到活动中，向新兵承诺将尽全力做好
拥军优属工作、全面落实各项优抚安
置政策。活动结束，新战士们纷纷在
国旗下庄严签名，表达自己参军无悔、
精忠报国的决心。

重庆市忠县

县长为我戴红花 本报讯 邱海鹰、袁浩摄影
报道：9月12日，四川省成都市
双流区永安镇的文艺表演小分
队，在付家坝社区为即将奔赴军
营的黄晓龙、孙宇航等新兵及家
人表演川剧 《岳母刺字》（左
图）。

据悉，今年征兵工作开展
以来，永安镇武装部走村串户
开展征兵宣传，多措并举提高
高素质青年参军热情。为做好
应征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确
保政治觉悟高、文化水平高、
身体素质好、能吃苦的青年应
征入伍，他们在第 18个全民国
防教育日到来前夕，结合“传
承红色基因，汇聚强军力量”
主题教育,组织 3支文艺表演小
分队分赴各村(社区)，表演川剧
《岳母刺字》 等励志文艺节目开
展国防教育，欢送当地新兵奔
赴军营，激励他们精忠报国。
此举受到新兵及其家长和各界
群众的欢迎。

成都市双流区永安镇

“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

“大娘，您家需要帮忙吗？”“小朋友
你别动，我来背你。”9月 6日，云南省麻
栗坡县猛硐瑶族乡洪水暂退。一名身着
迷彩服的年轻小伙子，仍和救援队一起
搜救被困群众。

他叫周扬，是原南部战区陆军某边
防旅四级军士长，去年刚转业到文山
州。云南省麻栗坡县猛硐瑶族乡发生洪
涝泥石流灾害后，他第一时间赶赴救灾
一线，成为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救援
队的一名编外老兵。

9月2日凌晨，云南省麻栗坡县突遭
强降雨袭击，该县境内猛硐瑶族乡发生大
面积山体滑坡，引发洪涝及泥石流灾害,多
处道路塌方，电力、通信全部中断。从新
闻报道中得知灾情的周扬坐不住了，想要
去救灾，又担心妻女无人照顾。最懂他心
思的妻子说道：“想去就去吧，家里有我。”

洪水肆虐后的山路泥泞不堪，车行
至距离猛硐瑶族乡 8公里时，前行道路
完全被泥石流阻断，树木横七竖八地倒
在路边。车辆无法通行，周扬当即决定
徒步前往。浑身湿透、艰难赶到乡镇的
他，顾不上休息，迅速找到老连队的战
友，加入到救灾工作中。周扬和战友们
冒着大雨，顶着随时可能再次爆发的山
洪泥石流的危险，救援被困老乡、抢运救
灾物资、清理街道淤泥……在清理一幢
被泥石流淹埋的民房时，房内的一个铁
架子突然倒塌，重重砸向周扬的右臂，战
友劝他去休息，周扬忍痛说道：“没事，这
点小伤挺得住。”

经过救援队几个昼夜的奋战，灾区
的水电、道路、通信终于恢复畅通，看着
群众获救，周扬紧绷的神经才慢慢放松
下来。

老兵周扬：灾情就是集结号
■黄 云 曾浩云

兵之初兵之初，，见证荣光尊崇见证荣光尊崇

本报讯 徐伟摄影报道：9月 13
日，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大庙镇高陈
村入伍新兵王晗启程奔赴军营前，见
证工作人员在自家门前挂上“光荣军
属”牌（上图）。该县要求，今年新兵启
程前，统一为其家庭悬挂“光荣军属”
牌，营造参军光荣的社会氛围。

安徽省凤阳县

新兵启程光荣上墙

本报讯 胡文新、左永春摄影报
道：9月10日7时30分，河北省廊坊火
车站广场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廊坊
市举行2018年度新兵欢送仪式，军地
领导为该市首批起运的750名新兵送
行（上图）。9时许，新兵们纷纷向亲
朋好友挥手告别，整齐有序地走进候
车室，带着家乡的光荣传统和领导亲
人的嘱托，乘坐高速列车驶出廊坊站，
踏上从军征程。

河北省廊坊市

全城动员送新兵

9月中旬，一则题为“帅气兵哥哥在
旅顺见义勇为抓贼”的消息，在微博和微
信朋友圈热传。消息称，一名兵哥哥带
着女友逛街，路遇男子当街行窃，他冲上
前将男子制伏，并移交警方。“他英雄般
的气概太帅了，不愧是解放军！”网友纷
纷为兵哥哥的义举点赞。

见义勇为当街擒贼的兵哥哥叫王子
豪，是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岸勤部的一名
中士。笔者联系到王子豪，了解了事情的
来龙去脉。教师节前的周末，王子豪与女
友走到步行街时，突然发现一名穿着黑衣
的男子意图盗取一名女子的手机。王子
豪果断冲上前制止了他的偷窃行为，黑衣
男子见状只得灰溜溜地离开。王子豪看

着黑衣男子的背影，觉得事情可能还没
完，于是一路跟在他身后。果不其然，没
走多远，黑衣男子与一名穿着白衣的同伴
再次伺机下手行窃。正当他们再次出手
时，王子豪再度冲上前，一把制伏白衣男
子，并示意女友赶紧报警。警察到来后，
王子豪把白衣男子交给警察，然后又带着
其他几名警察迅速朝黑衣男子逃走的方
向追去。最终，黑衣男子被成功抓获。

返程途中，女友问王子豪：“当时怎
么说冲就冲上去了，不害怕吗？”王子豪
回答说：“我是军人啊，就应该有军人的
样子。”当教师的女友夸赞王子豪说，他
在街头抓贼的义举，是她收到的最有意
义的教师节礼物。

中士王子豪：军人就要勇担当
■马玉彬 李 丁

本报讯 金斌、陈晓强摄影报
道：“到了部队，要听班长的话，要
遵守部队纪律。”9月 13日，在浙
江省瑞安市欢送新兵现场，笔者
看到一位父亲正在叮嘱即将奔赴
军营的儿子，一旁的爷爷则拉着
孙子的手，为他系紧袖口、整理绶
带。三人告别时，相互朝对方敬
了军礼（右图）。

笔者上前询问得知，这名新兵
叫王伊勒，今年 18岁，塘下镇上叶
村人，祖父王岩弟和父亲王仁安都
是退伍军人。王伊勒从小就有一
个从军梦，这源于长辈的熏陶，还
源于儿时的一次经历。王伊勒9岁
那年，跟随父亲到福建参观他服役
过的军营，“爸爸与老战友见面时，
以互敬军礼的方式打招呼。那一
幕，让我记忆犹新。后来，在部队
服役的叔叔还带我参观军营，了解
部队生活。”从那以后，王伊勒对绿
色军营充满期待。这些年，他坚持
跑步、登山，增强体质。9月 10日，
王伊勒收到入伍通知书，全家上下
欣喜万分，祝贺他终于实现了多年
的愿望。

浙江省瑞安市新兵王伊勒

长辈给我敬军礼

本报讯 记者周建明报道：9月16日17
时，今年第22号台风“山竹”在广东台山海宴
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
抗击台风，广东省军区动员民兵预备役人员
3.6万人，并出动7000多人次参加抢险救灾，
其中200多名刚退伍的老兵收到倡议书后，
不到1小时就在人武部集合、编入民兵应急
连，迅即奔赴抗洪抢险一线。

这次台风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破
坏力大，省军区各级高度重视、严阵以待，
司令员张利明赴阳江市检查督导防御台风
准备工作，政委王守信在作战值班室指挥
抢险救灾行动。各级主官全时在岗，灾情
较重的单位主官前出指挥。

为充分做好防御台风准备，茂名、湛
江、惠州军分区组织民兵对电站、水库、旅
游景区进行巡查，转移居住在高斜坡、沿海
沿河居民，逐个排查养殖渔排并组织人员撤
离；阳江、云浮、肇庆军分区结合当地地处山
区，易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实际，提前将民
兵应急分队预置到镇街，协助做好风前防
范、应急抢险和灾后复产等工作。

受台风影响，16日上午开始，深圳、珠
海、江门、中山、东莞等地发生内涝、管涌、
塌方、海水倒灌等险情，省军区及时派出民
兵应急分队参与救援。其中，佛山、茂名、
阳江等地 200多名退伍兵向当地人武部请
缨，主动要求参加抢险救灾。“我们的技能
没有生疏，我们的初心没有改变，‘若有战，
召必回’并不是一句口号。”面对强台风肆
虐，从某工兵团退伍的老兵邱铭生发挥特
长，在备勤中组织冲锋舟训练，带队预置到
指定地域，协助转移200多名群众。

16日上午，一辆载有42名乘客的旅游
客车被困 324国道海丰县鲘门镇路段。附
近高炮靶场官兵了解情况后，立即安排客
车进入营区，将车上群众安置到空置宿舍
楼，免费提供开水和食物。16日夜间，台风
正面登陆点附近的开平市多处出现险情，
市人武部部长边科教带民兵应急分队前往
内涝严重的三埠街道和赤坎镇，转移受困
群众 30人；人武部政委郭海平带应急分
队，前往水口镇封堵堤坝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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