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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方龙、记者杨明月报
道：一幅幅记录历史变迁的图片，一段
段饱含家国情怀的文字……11月20日，
在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大学城，96块图文
并茂的展板围地一圈，全面展示1840年
以来，近代中国如何一步步从落后走向
富强、人民军队在赓续血脉中走向新的
胜利的壮阔历程，吸引了众多学生和市
民驻足观看。

据介绍，这次国防教育主题图片
展由山东省国防教育办公室、省军区
政治工作局和济南警备区联合举办。
从 9月 14日开幕至今，同步在山东省
全省范围内 17个地市的 19个广场等人
口密集地区、37所高校和中学进行巡
展。两个月时间里，已有超过 400万人
观看展览。

记者了解到，此次展览分为“百年
屈辱、奋起抗争”“奋发图强、建设国
防 ”“ 强 军 兴 军 、聚 焦 打 赢 ”“ 国 防 教
育、成效显著”4个部分。据介绍，展
出的千余幅图片是从 10余万幅图片
中层层筛选出来的。在长达半年的筹
划时间里，一个包括院校教授、军史专

家、报刊编辑等 20人的专家组，对文
字内容和图片进行精心挑选打磨,并
得到省内许多博物馆、军史馆、图书馆
的大力支持。

在活动现场，来自山东财经大学的
学生姚文萱激动地说：“儿时就在电视里
看到过讲述济南战役故事的电影，现在
亲眼见到当时战役的照片深受震撼，更
加感慨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记者
了解到，展览中许多济南战役的照片都
是第一次对外展出。

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周月星告诉记
者：“以往的国防教育活动规模小，影响
力有限，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和济
南解放70周年，我们旨在通过大型的巡
回图片展，影响更多群众接受国防教
育。让人们铭记历史，激发爱国之心、报
国之情、强国之志，引导大家关心支持国
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一次国防展 凝聚万人心
山东省举办“铸民族之魂、建强大国防”国防教育主题图片展

实战大考，沙场点兵。近日，云
南省昆明警备区群众性练兵比武活
动拉开战幕，来自全区16个团级单位
近千名官兵、文职人员、职工和民兵
整装列阵、同台竞技，围绕军事理论、
武器操作、军事技能、指挥所演练、支
前保障等 5个类别 37个比武课目展
开激烈角逐。

清晨，笔者走进民兵综合训练基
地，不见彩旗飞舞、没有标语口号，工
作人员正在严格检录每名比武人员的
身份信息。

“砰！”上午9时，随着一声清脆的
发令枪响，师团领导干部共同课目考
核拉开序幕，在 3000米考核中，警备
区党委常委和各人武部、干休所领导
率先接受考核。天气渐凉，400米环
形跑道上，受考人员精神抖擞、你追我
赶，全部顺利完成考核。

考兵先考官，严下先严上。该警
备区政委张海泉告诉笔者：“这样
子、那样子，示范带头就是好样子。”
笔者在比武竞赛现场看到，领导干
部与战士同步作业，标准不减、劲头
不降，为训练热情高涨的官兵打了
一针强心剂。

在此次比武中，考核组紧紧围绕
“提升实战化能力”设置综合障碍、负
重组合、救护组合、蛇形跑、五公里武
装越野等多个项目，区分核心力量、上
肢力量、下肢力量等比赛重点，穿插进
行、连续作业，全面检验参考人员的综
合素质能力，锤炼官兵职工和民兵顽
强的战斗作风。

共同课目考核刚刚落下帷幕，支
前保障比武又燃烽烟。“发现伤员，腿
部中弹，立即抢救！”在战场救护现场，
接到“险情”后，富民县赤鹫镇武装部
长邹世贵立即带领3名民兵卫勤分队
人员前接伤员、紧急救治，消毒、止血、
固定和包扎……短短几分钟，就将伤
口处理完毕。这时，枪炮声越来越急，
弹头从头顶呼啸飞过，必须把伤员运
回后方医院。邹世贵拿出携带的救护
袋，紧靠伤员一侧铺开，把伤员轻推上
袋拖拽后送。

支前保障惊心动魄，手榴弹投掷
扣人心弦。在 200米范围内，分布着
投远、投准多个场地，要求4枚手榴弹
30秒内随机变换“投、抛、掷”等多种
姿势毁伤目标，让人真切体会什么是
真实战场。

考场通战场，实战淬精兵。笔者
在考核现场看到，这次所有比武课目
平行展开、连贯实施，既有对参赛者体
能的极限挑战，又有对战斗技能的检
验，还有对心理素质的考量。为防止
考风不实的问题，这次考核实施全程
监督监察，采取“重点环节必查、考核
现场巡查、裁判结果抽查、作风纪律督
查、责任追究倒查”方法，实现对考核、

组织人员和场内、场外作风监督监察
全覆盖。

考场聚焦战场，训练瞄准打赢。
警备区领导说：“这次群众性比武在场
地设置和障碍课目的选择上都更加贴
近实战，目的就是要确立一切向实战
聚焦的训练导向，考核中暴露出的问
题反映出部队平时训练与实战的差
距，这也是部队今后训练改进的方向
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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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军装，我是一名战士。脱下
军装，投身经济建设，保持军人吃苦耐
劳的品质，带领乡亲们致富，这是我人
生的‘第二战场’！”近日，在湖南省长沙
市举行的退役军人“双带双促”活动总结
表彰会上，优秀退役军人代表、宁乡市界
头养蜂专业合作社创始人李海军激动之
情溢于言表。在人武部支持下，李海军
每年带动周边120多户农户养蜂致富。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长沙700多万人中有近50万人曾参军入
伍，每年有 3000多名长沙子弟退役返
乡。为让这支力量发挥出最大效应，
2014年，长沙市20个部门联合向全市退
役军人发起“带头建设家乡、促进经济
发展，带头维护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活

动，出台了《关于在全市退役军人中广
泛开展“双带双促”活动的实施意见》，
每年设立 1000多万元专项资金扶持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

退役不褪色，军魂永在心。浏阳南
征种养专业合作社的刘根升是一名老
兵，原来生活比较困难。2016年，浏阳
市政府拿出扶持资金为刘根升等成立
合作社，两年吸纳20多名老兵入股、200
多名农户加盟，成为浏阳西区苗木大
户。“以前我们经常因待遇问题埋怨政
府。事实证明，抱怨没有出路，救济也
只能救急，发展才是硬道理。”刘根升深
有感触。

“退役军人的今天，就是现役军人
的明天。‘双带双促’活动，稳定了军心，

提升了士气。”长沙警备区政委曹友华
介绍，近两年来，长沙投入经费 2000多
万元，累计培训退役军人 1500人次，表
彰退役军人典型50余批次，带动广播电
信、机械制造、房产物业、酒店餐饮、生
态农业等 20多个行业 3000多人实现创
业就业。同时，长沙主动加强服务保
障，多次召开退役军人联席会议，建立
街道(乡镇)退役军人服务中心134个，协
调拿出1890个岗位组织专场招聘，帮助
745名下岗(失业)转业志愿兵和转业士
官实现再就业，让他们在人生“第二战
场”找到位置。

话务女兵周慧，不爱红装爱武装，
不恋枝头立潮头，退役后第一次创业，
承包了一处矿点，却因泥石流灾害从承
包金矿的千万“富姐”变成负债百万的

“负姐”。艰难关头，长沙市政府主动伸
出援手帮助她渡过难关，创办公司，闯
出事业新天地。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长沙市建立退役军人创业人才数

据库，主动把退役军人纳入进来，在帮
扶带动影响一名退役军人成功创业就
业的同时，辐射带动一批又一批退役军
人焕发激情，实现价值，收获“当兵光
荣，一生荣光”的自豪感幸福感。目前，
该市依托各类园区逐步建立起 10个退
役军人创业基地，培养出一大批创业致
富带头人。

典型引领方向，榜样力量无穷。长
沙警备区将这些优秀退役军人典型事
迹作为鲜活教材，定期举办优秀退役军
人事迹报告会。“好帅老兵”帅光明，退
伍不褪色，尽心尽力资助困难战友、感
化转化后进战友，将自办的创业示范园
办成了真正的“老兵之家”。长沙红光
保安公司是雷锋交通发展集团旗下子
公司，集团现有员工 4000余人，老兵持
退伍证就能上岗。2017年 6月，望城遭
遇多年难遇洪灾险情，该公司组织以40
多名退役军人为主体的抗洪抢险突击
队，连续十余天奋战在一线，被望城百
姓赞誉为雷锋家乡“活雷锋”。

带头建设家乡 促进经济发展 带头维护稳定 促进社会和谐

退役军人冲锋“第二战场”
■罗春亮 周 威 本报记者 周 仁

湖南省
长沙市

■本版责任编辑 赵 利
电子邮箱：jfjbzhaoli@sina.com

前不久，笔者接连处理了几起退兵
事宜，作为兵役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
虽说几起退兵事宜都以新兵终极鉴定
体检合格而告终。然而，一些退兵现象
还是引起了笔者的思考。

随着役前训练的推行实施，预定新
兵有了一个从校园、社会到军营的短暂
适应期和过渡期。同时，在役前训练的
过程中，兵役机关也可对预定新兵进一

步的了解，并把那些在训练中身体素质
弱和思想有波动且经教育引导后仍无
效果的预定新兵，及时甄别淘汰出来，
从而使得最终送达部队的新兵质量更
为过硬。

然而，部队和役前训练营毕竟是
有差别的，生活环境、带兵骨干、管理
方法、训练量等，都可能会影响到新兵
的身体状况和思想动态。所以，即便
能通过役前训练的考验，也并不代表
新兵就不会在部队出现问题，尤其是
思想方面的问题。加之，今年中央军
委政治工作部、训练管理部和国防动
员部联合出台了《解决入伍新兵拒服
兵役问题暂行办法》，一系列惩戒措施
颇具震慑力。因此，在到达部队后，个

别思想开始“打退堂鼓”却又害怕受到
严厉惩处的新兵，便以装病、装痛、编
造病史等方式逃避训练，企图将思想
问题转化为身体问题，进而逃避惩
处。而对部队来说，新训任务重、时间
紧、压力大，因此，在得知新兵身体不
适后，一些部队大多采取哪疼医哪的
办法，甚至在检查结果没有什么明显
异常的情况下，只要新兵一口咬定身
体不适，不能训练，负责检查的医院也
不敢轻易作出“查无异常”的结论。毕
竟，仪器只能检查出身体一瞬的数据，
却无法检查出身体隐藏的所有问题，
尤其是思想问题。最终，为了新兵质
量和整个新训团体稳定，部队只得以
身体问题为由向兵役机关交涉退兵事

宜。这种情况既让拒服兵役新兵钻了
空子，又给部队、兵役机关和身体终极
鉴定医院带来诸多麻烦，既浪费了时
间，又消耗了资源。

要堵住“思想退兵”变成“身体退
兵”的漏洞，应进一步完善征兵工作相
关流程、法规和条款。一方面，要加强
对应征青年病史的负责性确认，使青
年本人对病史真实性负全责，即隐瞒
病史、病情入伍后，无论发生思想问
题，还是身体问题，均按拒服兵役惩
处；另一方面，部队要加强对新兵思想
动态的掌控，不能让有思想波动的新
兵假借有身体问题。此外，部队复检
医院也当强化责任担当，实事求是作
出鉴定。

堵住“思想退兵”变成“身体退兵”的漏洞
■李佳君

中国第九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到达任务区后，为应对可能的突发情况，及时修订完善各级各类应急预案，设置多种突发情况，通过有针对性的实战化演
练，提升官兵安全防卫能力，确保部队安全稳定。图为11月中旬，维和工兵分队展开营区安全防卫演练。 贾方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