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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8日下午，高考刚刚结束，湖南
省永顺县两个考点 2900多名高中应届
毕业生来到永顺一中艺术体育馆，参加
了离校前最后一课：国防教育。

艺术体育馆内，“携笔从戎，参军报
国，不负好青春”等横幅标语格外醒目。
永顺县人武部政委彭城正在给学生们上
国防教育课，“我们永顺是革命老区，是
贺龙、关向应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带领红二、红六军团浴血征战之地，同学
们要将老区的红色基因融入新时代青年

的精神血脉，作出无愧于国家、无愧于历
史的青春抉择，再续湘西土家儿女的报
国情怀。”

毕业于永顺一中的解放军某部优秀
军官王正江，先后多次参加维和任务，从
远方发来视频，为学弟学妹们讲述了他
从保送大学到成为首批国防生，再到成
长为一名解放军军官的奋斗历程。

县征兵办工作人员为学生们发放了
征兵宣传册和精心制作的“直通军营的
2019次高铁车票”，学生们纷纷将车票投

入售票箱，并在横幅上签名承诺，“使命
召唤、青春无悔，参军报国、无上光荣”。

考生彭万里告诉记者：“从来没有想
到在高考结束后还有这样一堂国防教育
课，让走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我们知道还
有一种迷彩的青春可以选择。我觉得，
是好男儿就必须像学长王正江一样拥有
一段激情难忘的岁月。”

考生家长杨远东也颇为感慨：“孩子
们在高考后的特殊一课，非常正能量，非
常有意义。听了宣讲，我感到孩子又多了

很多选择。既可以报考军校，也可以报名
参军，特别是在选择大学和填报专业时可
以提前准备，综合衡量，大学毕业后还可
以报名直招士官，孩子的出路更多了。”

据统计，高考两天期间，该县先后有
450多名考生家长在“征兵政策咨询点”现
场咨询征兵政策，在国防教育课活动现场，
不少考生主动登记报名，表达参军意愿。

左图：学生们聆听征兵政策宣讲。
右图：解放军某部军官王正江通过视

频向学生们讲述从军历程。 刘文华摄

国防教育国防教育：：高考生的高考生的““最后一最后一课课””
——湖南省永顺县高考结束组织学生开展国防教育湖南省永顺县高考结束组织学生开展国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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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苗翔、记者肖传金报
道：驻甘肃省武威市某部士官席海春
的孩子面临入学，6月 10日，他带着
部队的信函来到武威市教育局，孩子
上学的事顺利得到解决。席海春说，
以前协调子女入学手续复杂，现在之
所以这么高效，是因为武威市建立了
军地解难“责任清单”机制，明确规定
驻军官兵子女上学事宜直接对接市
教育局。

前不久，武威市组织军地 14个
部门召开议军会，围绕解决驻军部队
困难建立军地解难“责任清单”机制，
在简化解难流程的基础上，厘清各职
能部门的责任和受理范围，明确哪些
困难部队可以直接对接职能部门解
决，哪些困难需要军分区牵头协调相
关部门统筹解决。

过去，驻军部队的困难首先由
军分区收集汇总，再向市政府反映，
协调各职能部门统一解决。由于呈
报审批程序复杂，沟通协调成本高，
影响了解难质效，甚至出现拖到“来
年”再办的现象。随着国防和军队
改革持续深入，驻军部队建设出现
许多需要地方党委和政府及时解决
的新问题，军地解难“责任清单”机
制应时而生。联勤保障部队驻武
威市某医院向市交警大队反映，部
队 营 门 紧 临 主 干 道 ，日 常 车 流 量
大、车速快，官兵过马路安全隐患
突出。当日交警大队现场办公，结
合部队周边道路情况，提出了可行
的解决办法。次日，就在部队营门
口设立了警示灯和不礼让行人自动
抓拍系统，为官兵日常生活出行提
供安全保障。从困难请求提出到实
际问题解决，时间短、效率高，官兵
纷纷点赞。

对于牵涉面广、处理起来难度
大的问题，“责任清单”机制则明确
规定由军分区负责牵头协调相关部
门统筹解决。针对市军警民基地因
基础设施老化翻建的问题，武威军
分区先后 3次协调市委、市政府，组
织发改委、财政局、城建局以及新区
管委会召开协调会，统筹解决土地、
资金、电力等相关难题。目前，该项
目已完成营区大部分整修工作，近
期将交付部队使用。

为避免“责任清单”机制运行中
出现推诿扯皮、不担当等问题，机制
明确规定：各部门在解决部队困难
时必须列出时间表、落实到具体科
室，做到谁牵头谁负责；对于不能按
时完成的工作必须提前说明原因和
下步解决时限；因主动意识不强，办

事拖沓，超出解决时限者给予通报
批评。同时，他们成立军地联合督
导组，对解决的难题进行跟踪督办，
并将督察情况纳入各部门年度绩效
考评。

这一机制运行以来，地方各部
门共收到路政基础设施建设、子女
入学、家属随调、军人优待等 8类 31
个驻军部队需要地方党委和政府解
决的难题，其中 11个难题已由对口
部门直接受理，并得到妥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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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黄河、陈光报道：5月下
旬，陕西省民兵“四会”教练员群众性练
兵比武竞赛落下帷幕，比武从教学设
计、教案编写、手段运用、“四会”教学等
方面考评民兵教练员队伍，咸阳军分区
成绩瞩目：室外课目夺得一等奖、室内
课目夺得二等奖，获团体总分第一名。
咸阳军分区领导介绍经验时道出“秘
笈”：着重选拔优秀退役士兵、军兵种交
流转岗干部和地方专家 3类人员充实
民兵教练员队伍。

民兵训得好不好，教练员队伍十分
关键。为锻造一支“平时服务、急时应
急、战时应战”的过硬民兵力量，咸阳军
分区以民兵教练员为突破口，以备战此
次教练员比武竞赛为契机，研究制定
《加强教练员培训实施意见》，积极探索
“精准编教挖掘潜力、专长任教增添动
力、兼职配备建档入库”的教练员培养
途径，着力打造一支“能指挥、精业务、
会组训、善管理”的民兵教练员队伍，为
民兵实战化训练打牢基础。

早在整组之初，该军分区就全面摸
排，对退役士兵任教特长进行登记，在
全市发起寻找昔日“武教头”活动。退
役士兵王新刚在活动中脱颖而出，此次
比武竞赛，他斩获个人银牌。他们还用

好转岗军官，实现了入库即对口。近两
年，一大批来自军兵种、多类型单位的
尖子人才汇聚一堂交流到军分区，不
少同志在部队都是带兵打仗的行家里
手、教学组训的排头尖兵。军分区将
其纳入教练员库，赋予研究训练、研究
教学、研究打仗的任务。旬邑县人武
部副部长杜政委从火箭军交流任职，
兵种业务技能精通，组训任教经验丰
富，他在本次比武竞赛中随机抽选到
《民兵抗洪抢险基本知识》考核，夺得
一等奖，并为全市民兵教练员示范军
事训练教学法。

此外，该军分区还邀请地方专家
教官走上练兵场。他们按照“军地共
育、对口承训、体系配套、优先发展”原
则，依据教学标准和要求，从全市各
委、办、局及高校企业选拔推荐教练员，
打造专家教学队伍。目前，市应急管
理、林业、水利、卫生、电信等 7个单位
20余名专家陆续入库，3所高校与军分
区签署了教学合作框架协议，全区 13
支新质民兵队伍均有领头人。

陕西省咸阳军分区

打造过硬民兵教练员队伍

■本版责任编辑 宫玉聪 石宁宁

与强军同行与强军同行

入伍地选择山东老家，还是天津高
校？这是中国民航大学大一新生赵重澳
最近考虑最多的问题：家乡人武部已经
多次到家里做动员，回家当兵是一种情
分，而且竞争没有学校激烈；在学校入
伍，方便快捷，还意味着拿到更高的优待
金，但是名额有限。

从哪里入伍，也是摆在很多报名应
征大学生面前的两难选择。近年来，作
为重点征集对象的在校大学生，入伍数
量屡创新高。但我国2000多所高校，大
多分布在大中城市，大学生兵员的分布
不均，给征兵工作带来“高校集中地区吃
不了、高校较少地区吃不饱”的现象。如
何合理统筹、科学分配高素质兵员？记
者深入征兵一线寻找答案。

怎样系牢部校“联姻”红线？

跨区征集，部校挂钩
今年，华中科技大学大二学生郑小

龙报名应征。他的户籍地在湖北省黄
冈市，就读学校在武汉市洪山区，入伍征
集地却选在武汉市青山区。打破高校属
地征集模式，实行跨区征集，这是武汉市
创新大学生士兵征集方式的有益探索。

武汉市征兵办主任刘志海介绍，武
汉共有 86所高等院校，但地域分布不
均，洪山、江夏两个区高校比较集中，受
征兵名额限制，一些想应征的大学生不
能如愿；其他 11个区高校较少，大学生
兵员不足，征集任务难以完成。

为破解大学生征兵区域不均衡难
题，2014年，武汉市首次试行高校划片
征集，将31所高校从属地划出，调整至4
个中心城区集中征集；2018年，为优化
征集新兵学历结构，武汉市征兵办又将
辖区内高校对应划入15个区统一征集，
均衡分配大学毕业生及二本以上高校在
读生征集指标。

在跨区征集新政策的推动下，去年
武汉市预定新兵中大学毕业生及二本以
上高校在读生人数近2000人，占入伍总
人数的51%。

放眼全国，像武汉这样高校集中在
少数区县的城市并不鲜见。南京市率先

在江苏省实施部校挂钩征集模式，让原
本集中在几个老城区的地方高校走出区
域界限，与全市 11个区人武部集体“联
姻”，每个人武部都能挂钩指导一所或多
所高校的征兵工作。

调查中，参与征兵工作的军地人员
谈到，随着跨区征集、部校挂钩的模式在
越来越多的地方施行，高校征兵潜力不
均致兵员流失、城区街镇走兵难带来未
来高素质民兵队伍源头不足等问题需要
引起重视。

如何分流省会高校这“半壁江山”？

统一优待，回乡入伍
对河南省征兵办参谋刘冰来说，

每年向高校分配征集任务数时都非常
作难。

河南省现有高校 134所，郑州市占
62所，将近半壁江山，而有的地市只有
一两所高校。如果按与其他高校相同比
例进行征集，郑州市高校将出现优质兵
员流失现象。

如何分流省会高校这“半壁江山”？
今年初，河南省军区动员局协调省教育
厅对郑州市高校在校男生按户籍地进行
统计，下发各地并指导各地结合郑州市
高校毕业生双选会等时机，到本市户籍
学生较集中的高校开展“家乡兵役机关
进校园”活动，鼓励、吸引学生回户籍地
应征入伍。

“其他地市人武部到郑州市高校开
展这一活动，看起来是跟我们抢兵员，其
实帮我们充实壮大了征兵宣传力量，是
双赢之举。”郑州市金水区人武部部长周
学军说，金水区现有高校 28所，人武部
自身宣传力量有限，今年各地武装部来
共同开展宣传活动，动员效果更好，从目
前看，报名人数比去年增加了近500人。

河南并非个例，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对于多数省来说，大部分高校集中在
省会城市，但由于高校集中地区的征集
任务总量有限，难以满足更多在校大学
生报名需求，因此，他们如果在入学前的
户籍地报名应征，入选几率更大。

为了引导更多大学生回乡参军，吉

林省则将目光投向统一全省优待政策
上。为缓解高校集中的长春、吉林两市
大学生征兵名额有限问题，吉林省规定：
在两市高校就读，户籍在省内其他地区
的大学毕业生可回原籍应征入伍，相关
优待政策执行高校所在地标准。调查中
记者了解到，河北、陕西等多个省都在省
域内统一了大学生优待金标准。

谁来卸下兵员大户的重担？

合理分配，共同负担
多年在一线从事征兵工作的河南

省新县人武部政委张安武，最近有些失
落：新县只有一所民办高校，为征召更多
优秀大学生，张安武组织干部、职工走村
入户宣传，动员户籍地在新县的外读大
学生回乡参军，但大部分学生选择在就
读的外地大学报名。原因有二：在校报
名比户籍地报名的优待金高，而且报名
手续更简单。

“学生的选择无可非议，原因在于义
务兵优待金和大学生奖励金各地标准不

一，且在近几年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既
给我们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征兵工作带来
压力，又给新兵造成同役不同酬的现实
问题。”张安武认为，如果不进行有效引
导和规范，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公民义务
服兵役的国防意识。

采访中，很多参与征兵工作的军地
人员也不约而同谈到“优抚之困”：长期
以来，入伍优待金一直由地方财政支撑，
谁出兵谁负担，出兵越多负担越重。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各地纷纷积极
探索。河北省构建省、市、县3级分担机
制，省财政每年支出达9.32亿元，减轻了
市、县两级的财政负担。

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教授黄相亮建
议，从国家层面进行统筹，充分考虑国防
需求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口素
质等实际，合理分配兵役任务。同时，应
建立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的兵
役保障机制，国家出基数，各省市区根据
本地实际予以适当补助。

（本报记者宫玉聪、乔振友、曹琦；特
约记者张正军、吕春峰、卢遵侯；通讯员
郝晓鹏、赵一安采写）

学校和家乡，从哪里入伍更好
—全国大学生士兵征集工作新闻调查之二

由于我国高校资源分布不均衡，
大学生征集存在“争兵”现象。面对征
集任务的压力，有的地方依靠单纯的

“经济杠杆”，不断提高义务兵优待金
或一次性奖励金；个别地方为“争抢”
高学历兵员，甚至采取政治考核函调
不及时回复、学籍或入学手续办理设
障、优待落实故意拖延等做法，挫伤大
学生入伍积极性，影响征兵工作质效。

凡事有大道理，也有小道理，小道
理要服从大道理。大学生从哪里入伍，
是一个资源分配问题，如何科学合理统

筹，需要讲清大道理。我们在深入挖潜
完成指标任务的同时也要看到，军地各
级的目标是一致的：为国家征召更多优
质兵员。到了部队，他们都是祖国的士
兵，从哪里入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鼓
励他们积极应征，引导他们建功军营。

近年来，兵役机关积极探索、勇于创
新，采取跨区征集、集中征集、省域内统
一大学生优待金等做法，助推大学生征
集工作开展，但在更大范围实现大学生
征集资源均衡，还需从国家层面统筹平
衡，以选送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强军事业。

从哪里入伍，都是祖国的士兵
■张正军

观 澜 者 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