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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换于红军小学举办红色运动会，小学生
身着红军服装，参加“独轮车送军粮”“挑担支前”等 7个运动项目比赛，

“穿越”红色历史，感受峥嵘岁月，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杜昱葆摄

本报讯 王红波、张正军报道：4月
27日，河南省第六届退役大学生士兵就
业专场双选会在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举
行。来自全国的300多家企事业单位携
9500多个岗位前来招贤纳才。双选会
同时激发了大学生参军热情，现场应征
报名300多人。

为更好服务退役大学生士兵就业，
此次活动前，河南省军区动员局、省教育
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对退役大学生所
学专业、就业期望等进行调研统计，随后
通过发书信函和网上发布公告等方式，
邀请相关用人单位前来纳才。

各用人单位现场设置招聘服务台，
与退役大学生士兵互动交流、双向选择，
达成意向的当场签订就业协议书。为抢
得人才，有的企业打出“欢迎退役士兵回
家建设美丽河南”“携笔从戎荣耀一生，
退伍不褪色职场再冲锋”等标语。一家
印务公司的经理郭燕姿带着印有“唯有
迷彩超越青春，唯有血性彰显担当，唯有
使命铸就辉煌”条幅站在招聘会场中间，
还有的企业直接守在“退役士兵签到
处”。一家眼科医院工作人员万雪玲听
说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生靳梅月
曾在西藏军区服役，立即向她发出到医
院工作的邀请。初步统计，已有1581人
在双选会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郑州市、商丘市征兵办还在现场开
设征兵服务站，当天发放征兵宣传资料
5000多份，300多人在工作人员帮助下
现场网上报名，290多人完成目测初审。

河南省退役大学生士兵
就业双选会上演“抢才”大战

本报讯 记者左庆莹报道：进入 5
月，重庆市巴南区人武部访客明显增
多，包括区文化旅游委、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等在内的 6个部门先后登门，对接
各自的国防教育职责、受领任务。在一
水相隔的大渡口区人武部，却是另一种
景象：双拥共建职能移交给退役军人事
务局后，人武部杂务少了，于是集中精
力，联合人防、交通、应急管理等 9个部
门，专门围绕战时城市遭遇空袭问题展
开为期一周的演练。无论访客多或是
杂务少，变化源于重庆警备区对接地方
改革新局，明确国防职责清单，厘清军
地各级各部门国防义务。

随着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推进，
国防动员系统进行调整，如何开启新时
代国防动员事业新征程成为摆在大家
面前的重要课题。与此同时，新一轮地
方政府机构改革落地落实，地方党政部
门调整变化也比较大。作为沟通军地

桥梁纽带的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如
何在畅通军地对接中实现动员备战主
责主业能力新提升，更是当前的必答
题。带着这两个课题，今年以来，重庆
警备区派出 8个调研组，深入一线调研
论证，随后协调地方制定下发党委政
府、职能部门、社会团体等各部门的“国
防责任清单”，促进军地各级有效履职
提挡归位。

清单让各方职责明晰，少了推诿扯
皮，工作更加顺畅。5月14日，忠县召开
国防教育联席会议。由于国防责任清
单里明确国防教育由人武部、党委宣传
部领导和管理，6个部门共同履行职
能。于是，不到 1小时，8个军地部门就
完成年度国防教育任务认领、5项大型
活动内容分工等，工作效率倍增。

清单让协调更加通畅，凭关系靠熟
人现象基本杜绝。人武部部长马庆国
是交流干部，对万州区人生地不熟，拿

着职责清单按图索骥，上任不到半个
月，工作已步入正轨。

清单让人武部减负增效，聚焦打仗
中心更突出。大渡口区人武部政委邱
晓宁告诉记者，以往人武部摊子铺得
大、职能泛化，比如双拥工作中的大事
小事都要组织或参与，牵扯不少精力。
这次清单明确新成立的退役军人事务
局担负双拥共建职能，包括协调处理军
地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开展双拥宣传进
党校进学校等 6项工作内容，人武部因
此更能专心聚焦打仗谋打赢了。

军地对接，“接”是关键。为确保相
关机制落地落实，警备区专门召开基层
规范化建设工作会议，划分国防动员、
国防教育、双拥共建等9方面工作，组织
到5个类型的8个单位现地观摩，同时对
武装工作“纳入地方党委政府年度考
评、纳入乡镇党委日常工作、纳入军地
党建工作规划、纳入同级政府年度预

算、纳入城乡规划”进行细化明确，特别
是对军地部门的职责、活动场所的设
置、工作相关的保障、履职情况的监督
等设立“硬杠杠”。

“此次地方机构改革的原则是‘优
化协同高效’，对于人武部而言，更应
利用这次难得机遇，实现同步优化提
高。”重庆警备区战备建设局参谋章阅
兵告诉记者，各级成立应急管理部门是
此次地方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可现实
情况是，乡镇一级应急骨干大多已编入
民兵组织，而军地部门不能对人员进行
混编。如何变挑战为机遇？为此，警备
区在巴南区李家沱街道武装部进行试
点，通过建立“基干民兵建设纳入政府
应急管理体系统筹保障”“建联训联用
联保机制打通平战通道”“每季度组织
军地联合拉动演练”等协作机制，让应
急管理和基干民兵队伍建设质量同步
得到提高。

对接地方改革新局厘清军地各级各部门国防义务

重庆警备区 国防职责有清单

本报讯 丁木城、记者曹琦报道：
5月 7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宣布，延安
市延川、宜川两县脱贫摘帽，这标志着
延安各县整体脱贫摘帽。同一天，记
者从延安军分区了解到，该市网上应
征报名人数已达3300余名，这几天报
名人数还在不断上升。

5月 13日，记者在延安大学遇到
即将毕业的山西省临汾市青年张书
亮，他笑着告诉记者：“在延安，当兵很
热门，竞争堪比考研。我今年凭着‘应
届大学毕业生’这一条，心里才多了几
分胜算。”与此同时，在富县张家湾镇，
19岁的应征青年缑鹏正忙于强化锻
炼，希望通过提高体能为顺利应征加
分。他告诉记者，这几年，在人武部的
定点帮扶下，他完成高中学业，家里也
实现脱贫。缑鹏矢志从军，既为回报
子弟兵，更希望通过到军营历练，成为
像他们那样有担当能担当的人。

近年来，延安军分区将兵役征集
和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结合起来抓，
开展以百校助学、百村扶贫、百馆共建
为主要内容的帮扶活动，先后有 2600
余名官兵进村入户，帮助村民“富口
袋”的同时“富脑袋”，从根本上拔除穷
根。官兵下乡驻村，除了携带“致富
经”还要带上征兵宣传材料，协助在村
道路两旁、窑洞两侧、田间地头悬挂征
兵标语，利用乡村广播播放延安时期
军民鱼水故事，宣讲征兵政策、优抚安
置、标兵事迹等内容，让群众眼中有绿
军装、耳边有小广播。

几年来，绿军装成为脱贫攻坚战
场的风景线，退役军人更是其中的闪
光点。“退役军人政治觉悟高、作风过
硬、执行力强，在脱贫攻坚战场上表现
突出，是很有说服力的宣传员。”军分
区政委阎能利告诉记者，他们大力推
进实施退役军人党员担任村干部培养
工程，协调乡镇党委将思想好、能力
强、作风实的退役军人充实进村两委
班子，担起致富带头人的重任。他们
还组织贫困村退役军人组成征兵宣传
队，与预征对象结成对子，通过讲述在
部队的成长成才经历和国家对退役军
人创业的优惠政策，鼓励适龄青年参
军报国。目前，该军分区帮扶的21个
贫困村致富带头人中，退役军人占比
近三分之一。

与此同时，军分区结合帮扶工作，
对符合参军条件的贫困户子女进行一
对一宣传，并开通绿色通道；联合地方
民政、农业、公安等部门成立军属服务
中心，军属只需一个电话，相关人员就
会上门服务，确保贫困家庭青年安心
服役。

近3年的数据显示，军分区、人武

部帮扶贫困户人均纯收入达9500元，
是当地脱贫线的3倍；近3年征兵网上
报名人数也是征集数的3倍。

看到这组数据，阎能利感慨不已：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曾出现了‘父送
子、妻送郎、兄弟争先上战场’的动人
场景，那是老区人民面对民族生死存
亡做出的大义选择。如今，这一镜头
重现，则是走上小康路的乡亲对党、国
家和军队朴实的回报，对老区接续发
展的殷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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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吴广东报道：“同意人武
部结合棚户区改造进行整体搬迁。新
营院选址位于新城区政府办公区域附
近，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解决建设
经费问题，列入区重点建设工程，审批
后 10个月内完成建设任务……”4月
底，在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委五届第64
次常委会上，人武部整体搬迁重建问题
一锤定音。

消息传出，袁州区人武部政委张道
安兴奋不已：“以往决定这样的大事都得
靠年初或八一前的议军会，至少要等个
一年半载，而这次距人武部提出方案还
不到半个月！强军兴军列入区委常委

会、区政府常务会经常性议题后，涉军议
题真的实现了‘马上办’。”

国防建设离不开地方党委政府的支
持。一直以来，不少地方都是采取结合
过“军事日”或召开专题常委议军会的形
式，每年集中解决涉军议题。近年来，随
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军队的调整改
革，新情况新问题频出，“攒一批、等时
机”式的工作方法已无法满足新时代武
装工作要求。对此，袁州区委、区政府探
索建立常态化议军机制，将强军兴军列
入区委常委会、区政府常务会经常性议
题，每次召开会议前，提前告知人武部。
人武部结合当前工作实际，及时将需要

地方党委政府传达学习的重要精神、需
要开展和落实的重要工作、需要研究解
决的重难点问题等，作为军事议题提交
区委常委会、区政府常务会研究，并通知
相关单位领导列席。形成决议后，以《区
委常委会工作要点》《区政府常务会纪
要》的形式下发全区，地方党委政府和军
事机关同步抓执行、抓落实、抓督查、抓
考核。今年以来，该区民兵教育训练中
心建设、人武部营院搬迁两个建设项目
通过区委常委会和区政府常务会，被列
为全区年度重点工程；民兵军事训练、国
防动员潜力调查、专武干部资格认证等
9项重要工作提交区委常委会和区政府

常务会研究通过。
“常态化议军机制的建立，使地方

党委政府能够及时学习习近平强军思
想、了解上级军事机关重要工作安排，
不断强化国防观念和管武兴武职责意
识。与此同时，缩短了研究解决武装工
作重难点问题的时间周期，提升了武装
工作落实与执行的效率。”该区区委书
记鲁旭东告诉笔者，一季度，该区把征
兵宣传和大学生预征工作列入每月政
府常务会汇报议题，一月一汇报、一月
一调度，有 3个工作进展慢、成效不明
显的乡镇、街道主要领导被要求在常务
会上说明情况。

将强军兴军列入区委常委会、区政府常务会经常性议题

涉军议题“马上办”

5月8日，云南省勐腊县勐润乡瑶族
村民盘贵才忙活完家中的祭祀活动后，
和乡亲们一起，来到南部战区陆军某边
防旅13连营区，为官兵送上新收的蔬菜
水果。看到营区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瑶族
同胞，老兵笑着向新兵解释：“又到农历
四月初四‘送菜节’了！”

其实“送菜节”并非当地少数民族的
传统节日，它源于连队官兵与驻地村民
的一个美丽约定。

该连驻地偏远闭塞、交通不便，距离
最近的村寨也有 5公里。上世纪 90年
代，官兵生活条件艰苦，虽然连队有自己
的菜地，但不能保证充足供应，日常给养
依然需要到瑶寨购买。

在当地习俗里，每年农历四月初四
后的一个星期是瑶族人的清明节，这段
时间，瑶寨不准任何外人进入，也不允许
村寨人外出，更不允许经商。为尊重少
数民族风俗，连队要求：禁止任何人在这
段时间进入瑶寨。于是，每到这一周，连
队都派车到县城采购补给。虽然往返需
要一天时间，但司机和司务长坚持一下
也没问题。令官兵头疼的是，通往连队
防区界碑的路从寨子中间穿过，如果不
进入村寨，要多绕行 10多公里，而且均
为崎岖山路。那段时间又正值雨季，山

路湿滑难行，摔倒滑下土坡是家常便
饭。每次巡逻归来，不少官兵都会“挂
彩”。更令连队领导担心的是，万一此时
出现边情，直接影响处置速度。连队多
任干部曾到村寨交涉，村干部均表示碍
于习俗无法破例。

2000年夏天，勐润乡突遇短时强对
流天气袭击，不少村民房屋坍塌，农田一
片狼藉。灾情发生后，连队官兵迅疾出
动，拿出闲置营房安置受灾群众，组织官
兵上门修缮受损房屋，随后又帮老乡抢
种短季蔬菜以减少损失。

“多好的子弟兵！没有他们，我们
哪来的安宁！”第二年瑶族清明节前，村
长召集乡亲们开了个会。四月初四那
天，正当官兵准备好砍刀和绳索，翻山
越岭去巡逻时，惊奇地发现，村长和村
民代表拎着猪肉、蔬菜和鸡蛋等出现在
营区。村长笑道：“我们自己先破戒出
寨子了，你们也就不用顾虑了，执勤只
管从村里走，但不经商不买卖的规矩不
能破。所以，这些菜就当是我们走亲戚
时带的礼物。”

时光如梭，一晃近20年。连队官兵
换了一茬又一茬，连队生活水平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但每逢瑶族清明节，瑶寨
群众都会为连队送来自家种的瓜果蔬
菜。作为回礼，连队也会将蔬菜种子、牲
畜幼崽送给村民，“送菜节”便成为官兵
和瑶族群众之间一个特殊的约定，在当
地传为佳话。

边关瑶寨的“送菜节”
■赵 磊 李振兴 赵定林

百姓与国防百姓与国防

江 西 省

宜春市袁州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