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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左文荷、王起刚报道：“感
谢养殖示范基地，让我拿到创业后的第
一桶金。”4月下旬，退役军人许志国通
过黑龙江省七台河市退役军人特色示
范基地又一次拿到满意的合作项目高
兴不已。

据了解，退役军人创业特色养殖
示范基地是七台河市军地联合创办、
为退役军人量身打造的合作社式创业
孵化基地，采用“生态养殖基地+合作
社+退役军人”的经营模式。目前，入

社退役军人达80户，年销售收入达400
余万元，辐射带动周边贫困户 100余户
脱贫致富。

基地负责人魏敬东向笔者介绍，退
役军人特色养殖示范基地前身是一家
由退役军人创办的生态养殖有限公
司。2018年年初，在市政府与军分区的
大力支持下，公司依托七台河市丰富的
饲草资源、良好的养殖基础以及明显的
区位优势，在原有规模上进行扩建与改
造，建立了养殖示范基地，吸纳退役军

人及周边贫困户入社，拉动复转军人自
主创业。

为了帮助退役军人快速进入创业
角色，提高生产技能和业务技术水平，
养殖基地还专门定期提供技术指导。
李东 2016年退役，回到七河市的老家
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偶然
的机会，他发现自己家乡正在建设退
役军人特色养殖示范基地，便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加入其中的肉驴特色养殖
项目。军人特有的吃苦耐劳的品质，
让李东很快便掌握了创业技能，专业
的平台与良好的环境让他的事业迅速
发展。李东对笔者说：“养殖基地，不
仅有项目更有指导，让我越干越踏实，
越干越有信心。”

据悉，下一步军分区将会同地方部
门进一步扩大基地特色养殖项目规模，
提供更加完善的创业支持和指导服务。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

创办退役军人特色养殖示范基地

今年两会，习主席在出席解放军
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
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好退役
军人安置、伤病残军人移交、随军家属
就业、军人子女入学等工作。另据退
役军人事务部部长孙绍骋介绍，《退役
军人保障法》和《关于加强新时代退役
军人工作的意见》两项法规有望于下
半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同时
今年将重点建设省及以下各级的军人
服务中心。这一系列举措，无不体现
党和国家对退役军人工作的高度重
视，受到广大官兵和退役军人的点赞。

战争年代，无数军人勇敢作战，
奋勇杀敌，用鲜血和生命换来国家独
立和民族解放；和平岁月，一代代军人
保家卫国、冲在一线，用奉献和牺牲诠
释忠诚。军人都有脱下军装的那一
天，完善退役军人保障工作，解决官兵
后顾之忧，对于褒奖军人无私奉献、鼓
励献身国防和军队建设、培育全民族
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爱军尚武精神，有
重大意义。

当前，退役军人保障工作取得
了可喜的成绩，但诸如军人转业退
伍安置、复员官兵就业、伤病残军人
移交等矛盾困难也不少。完善退役
保障，解决现实问题，把党和人民的
关心温暖落到实处、送到心坎，显得
格外重要。

完善退役保障，要有政策制度扶
持和优待。前段时间，江西省制定
《关于江西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退役
大学毕业生士兵的实施意见》，明确
事业单位定向招聘退役大学毕业生
士兵，解决了当地大学生参军入伍的
后顾之忧，在大学生中引起强烈反
响。除了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
定向招录上优待外，一些地方还推出
退役军人求职专区、创业培训补贴、
自主创业小额担保贷款、就业创业税
费减免等扶持政策。这些“利好”政
策，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

完善退役保障，要立足实际，精
准保障。当前有的地区为了做好退
役军人保障工作，将每个人的情况详
细登录在案，包括学历、技能特长、家
庭条件和个人需求等，力求精准对
接，针对性解决需求。完善退役保
障，要在“精准”二字上下功夫，要根
据不同退役军人的实际情况和需求，
精准发力，对需要安置的退役军人，
要针对特长优势，推荐相关需求岗
位；对自主创业的退役军人，要拿出
一些特殊措施和倾斜政策，搞好培训

帮带工作；对伤病残退役军人，要做
好优待抚恤工作。

完善退役保障，要多管齐下，多
方发力。完善退役保障，需要政府
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力量和部队四
方力量相互配合。“打铁还需自身
硬”，官兵在服役期间，部队要注意
全面提升他们的素质。官兵退役
后，部队要积极荐才举贤，与政府机
关、事业单位、社会力量沟通协调，
把他们推荐到合适岗位。此外，各
方都应大力作为，勇于担当，共同帮
助退役军人撑起一片蓝天、打开一
条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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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心理专家
石莹和退伍士兵肖向红是相识 20多
年的好友。

肖向红从小性格内向，1995年，刚
来海防旅服役时，生疏的生活环境让他
不愿与人交流，总把一切烦心事装在心
里，久而久之，心理包袱越来越重。

“海岛上的生活原本就孤单，更需
要以积极阳光的心态来面对。”石莹了
解情况后，主动给肖向红发短信、打电
话，和他分享生活中的趣事，渐渐地打
开了他紧闭的心门。后来，生活中遇到
开心或难过的事，他都会向石莹倾诉。

肖向红退伍后经营了一家手机店，
但由于缺乏管理经验，生意惨淡，夫妻关
系也由此变得紧张。2015年3月的一
天，肖向红拨通了石莹的电话：“大姐，我
心里压了好多事儿，感觉喘不过气

来……”职业经验告诉石莹，肖向红的
心底一定埋藏着不愿告诉他人的秘密。

这通电话打了将近一个小时，随
后，石莹连夜为肖向红制订了心理服
务计划，并鼓励肖向红的妻子共同帮
他渡过这道关。

“退伍军人怎能被击垮！”“生活需
要一颗强大而又火热的心。”“破解心
病的钥匙其实就在你心里……”就这
样，近百条短信、和鼓励话语，像涓涓
暖流流进肖向红心里，帮他重新燃起
奋斗的激情。如今，在夫妻俩的共同
努力下，手机店的生意扭亏为盈，规模
也逐渐扩大。

2009年 5月的一个下午，石莹为
驻地群众义务进行心理咨询后，在归
队的路上偶遇一位妇女怒骂一个哭哭
啼啼的小女孩。石莹立即上前劝阻，
原来这个小女孩有强烈的厌学情绪和
逆反心理，而她的母亲彭女士在家庭
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下，患上了焦虑
症。石莹决定帮助这对母女。每逢周

末，石莹就带着女儿到彭女士家中探
望，也经常邀请彭女士母女到附近的
公园一同游玩。一来二往，两家人成
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石莹教彭女士
与孩子的沟通方法，并建议她用暖心
教育和正向激励去引导孩子。半年
后，彭女士母女不仅关系融洽了，而且
都从心理迷雾中走了出来。

此后，彭女士发动35名遭遇家庭
情感困惑的家长建起了 QQ群，取名

“用爱温暖家人”，邀请石莹为群里的
心理顾问。每天晚上，石莹都要专门
拿出时间，在群里为大家解答心理难
题，讲授心理学知识。

近10年来，石莹义务为驻地群众
开展心理服务 200余次，为儿童开展

“沙盘治疗”300余次，倡议并组织心
理健康服务小分队组织义务巡诊 32
次。她常和群众说：“心理服务其实就
是暖心教育，用专业知识为群众解答
心理困惑，我体会到了一名心理工作
者的职业价值！”

北部战区某海防旅心理专家石莹为驻地群众排忧解难——

海 岛 有 位 知 心 人
■赵 帅

本报讯 何勇、石钦报道：“男儿
不展风云志，空负天生八尺躯！欢迎
加入光荣的人民军队……”近日，一
条由见义勇为英雄、西藏昌都军分区
副政委徐洪刚代言的征兵小视频受
到当地广大适龄应征青年点赞。

昌都市所辖的 11个县（区）高度
分散，牧区信息又较为闭塞，再加上
百姓语言不通，往年征兵宣传效果并
不理想。今年，在筹划新年度征兵工
作时，军分区决定挖掘身边资源创新
征兵宣传模式。

身边典型更具说服力，身边故事
更有感染力。该军分区一边广泛运
用网络、微信、短信、广播等方式发送

图片、文字、声音等征兵信息，同时遴
选部队典型组成征兵宣传队，将印制
好的藏汉双语宣传册发放到村落、牧
区，并面对面为适龄青年讲解征兵的
优惠政策。笔者在征兵宣传现场看
到，宣传队员身上佩戴的一串串金灿
灿的军功章深深吸引着适龄青年的
目光。“我要报名参军，到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去建功立业。”应征青年泽旺
多杰在和“明星”宣传队代表交流后
激动地说。

截至目前，征兵宣传队宣讲 20余
次，发放宣传资料 1000余份。昌都市
适龄青年报名参军人数相比于去年
同期提高 20%。

西藏昌都军分区挖掘身边典型资源提升实效

点赞，见义勇为英雄代言征兵
本 报 讯 杨 涛 报 道 ：近 日 ，甘 肃

省白银军分区官兵与当地干部群众
一起参加“万亩双拥林”主题植树活
动。活动当日，军分区官兵在林业技
术人员的指导下，投入到热火朝天的
植树造林活动中，以实际行动为第二
故乡增添一片新绿。据了解，该军分
区计划利用 3年时间，开发栽植 15000
亩的军民共建双拥林，助力当地生态
文明建设，为打造美丽乡村做出应有
的贡献。

甘肃省白银军分区

军地共育双拥林

本报讯 王红才、邹頔西报道：4月
下旬，云南省景东县文龙林场小干河发
生森林火灾。接到火情报告后，景东县
人武部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组织下，迅
速出动干部职工和应急民兵 70余人前
往火灾一线执行运送物资、构筑防火隔
离带、利用器械对山火进行分段拦截式
灭火等任务。经过42小时的连续奋战，
现场明火基本扑灭。

云南省景东县人武部

连续奋战斗火魔

4月下旬，新疆军区某防空团官兵来到莎车县米夏镇亚勒古孜巴格村小
学，为学生们送去书本和文具。图为该团战士为小学生讲雷锋故事。

潘 昭摄

4月 27日，是全国道德模范、全
军十大挂像英模 、“逐梦海天”强军
先锋张超，英勇牺牲 3周年的日子。
湖南省岳阳市军地各级通过播放根
据张超真实故事改编制作的广播剧
《逐梦海天》、开展座谈会、悬挂英模
挂像等纪念活动缅怀英烈，在全市掀
起学习英模事迹热潮。图为张超烈
士的高中班主任王亮向学生宣讲张
超事迹，勉励大家勤学上进，争做时
代好少年。 吴 维摄

缅怀英烈
崇尚英雄

本报讯 曹伟、肖建勇报道：都说
“细节决定成败”，这不，辽宁省阜新市海
州区人武部军事科参谋项泽明在演练中
因实战细节想的不到位、导致行军时间
延长的粗心之举，成为日前阜新军分区
复盘整改的反思案例。

演练开始之前，项泽明带着越野车
先行勘察了摩托化行军路线。对于越野
车来说很顺畅的道路，在实际拉动中出
现了状况：地方租赁的大客车因底盘过
低，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土坡上被“卡”
住了，导致整个队伍行军时间被延长了
5分钟，导演部判定该课目不及格。

“一个偶然因素、一个不起眼的疏
漏 ，就 可 能 导 致 战 场 上 的‘ 蝴 蝶 效
应’。”军分区司令员黄勇在演练被叫
停后的一席话，引发大家思考：演习不
是演戏，必须按照打仗的标准要求严抠
每个细节。项泽明也检讨说：“以前总
觉得微小不足道、细小不足为。但现在
看来，战场上不起眼的细节看似无碍大
局，实则暗藏祸端，处理不好就会输掉
一场战争。”

粗放是打仗大忌，精细为制胜之
道。据了解，在这次演练中，演练场上的

“整齐划一”“连点成线”不再是加分项，
而平常被官兵认为与演习关联不大的

“细枝末节”也成了影响分数的重点项。
演练刚开始，多道“黄牌”已亮出。

在防空拉动演练中，“发现不明空情目
标”的指令刚下达，各应急分队就按照传
统做法，先到人武部集结，再进行拉动，
导致部分应急分队走了“回头路”“冤枉
路”。“统一集结统一拉动，确实齐整好
看，但战场不是秀场！”想到这，导演部当
即叫停演练。个别同志不以为然，认为
这些都是“小毛病”，无伤大碍。而导演
部认为：细节决定成败，今天让你一小
步，明天战场上你就会吃大亏。再次演
练时，各人武部参演人员直接将装备器
材向目标地点调运，各应急分队也各自
向目标地点行进，比上一次集结整整快
了半个多小时。

在接下来的演练中，遇到每个作战
情况、执行每个作战行动，大家都要自觉
问一问：这是符合实战的最佳方案吗？

是不是还有“细枝末节”没做到位？就这
样，他们先后 6次叫停演练，“复盘”重
来，当场纠正了兵力部署、后方保障、行
动编组等方面的10个问题。

胜利返营后，该军分区还举一反三，
针对“备件被封”“附件不全”等暴露出来
的问题，更换了部分性能损耗的器件，消
除各类隐患。

辽宁省阜新军分区组织演练对表实战严抠“细枝末节”

一次演练，六次被叫停

未来信息化战场情况更加复杂，
一些看似微不足道、不经意的细节，在
未来战场上极有可能成为对手攻击的
软肋。

“雨天不能穿雨衣”，是一些国家进
行实战化训练的特殊规定，因为雨滴打
在质硬的雨衣表面会发出声响，走在树
林里会与枝叶发出摩擦声，其平滑的表
面经雨水冲淋会增大反光性，更容易暴
露。诸如此类的细致规定还有很多，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其部队实战化意识。
毫无疑问，平日里将影响作战胜负

的要素都考虑周详，才能在未来战场上
应对自如。辽宁省阜新军分区在演练
中严抠细节，坚持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
造性，下“绣花”的功夫，一招一招地研
究，一式一式地琢磨，从研究“微行动”、
切磋“微对策”做起，以具体求深化、积
小成为大成，真正让打仗标准落地生
根，他们的做法值得借鉴。

编辑点评 ■辛 悦

成败之道在细节

本报讯 樊金赞报道：近期，广东
省平远县征兵办深入辖区高级中学开
展国防教育暨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
开设专题国防教育课，帮助青年学子
了解国防形势和征兵政策，鼓励适龄
青年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踊跃参军报
国。活动现场还通过播放征兵宣传视
频、发放宣传资料和现场咨询问答等
多种形式加强征兵政策宣传力度，吸
引师生热情参与。

广东省平远县征兵办

征兵宣传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