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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毕业季，高校里到处都是忙着
拍照留影、聚餐告别的师生。在云南大
学，这也是学生处处长张岳、武装部部长
韦进津最忙碌的时候：学生离校前，要与
报名应征对象再当面核定一次返校复检
的注意事项，要求各院系辅导员定期联
系掌握毕业生思想状况……6月的昆
明，最高气温只有 24℃，可在快节奏的
工作中，张岳和韦进津整天都是汗淋淋。

与此同时，在广西陆川县，动员返乡
大学生应征的工作也已紧锣密鼓展开：
人武部干部莫均杰从5月下旬起就将办
公桌搬到了县人才交流中心；乌石镇镇
长黄祖强三天两头电话督导去年征兵工
作落后的两个村；温泉镇官田村干部吕
贤武则拿出早早收集好的辖区 22名大
学毕业生信息，挨家挨户送上《县长刘启
致大学生的公开信》。

一季征兵、四季动员；人武部担纲、
全社会发力；既有穿军装的“婆家主持”，
更靠家乡政府和大学院校的“娘家操
办”……这是近年来大学生征集工作中
出现的热镜头。一个个热镜头，折射出
兵员质量随着经济发展和国民教育水平
的提高而“水涨船高”。

从找“部长”到找“县长”

端午节，广西桂林市临桂区区长李
绍政一整天都待在书房写信。“都什么时
代了还写信，行为艺术吗？给谁写的，这
么认真？”家人好奇地嗔怪。李绍政笑着
解释：“给大学毕业生写征兵动员信。不
是行为艺术，是我的工作和职责。”

县（区）长写信动员大学生应征，在
桂林已不是新鲜事；视征兵为自己的职
责，更已成为县（区）长们的共识。广西
军区动员局参谋汪治强告诉记者，近年
来广西军地聚焦大学生这个征集重点，
坚持创新驱动、精细组织、优化政策、落
实责任，明确“完不成任务责任在地方政
府，质量出问题责任在兵役机关”，层层
传导征兵责任压力。去年，广西征兵“五
率”考评位列全国第一，大学生征集比例
达到66.5%。

“只有政府征兵主体责任到位，各项
工作才能落细落实。”多年从事征兵工作
的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武部政委姜海洋笑
言，“征兵只找‘部长’，‘部长’疲于协调，
即便有三头六臂也只能简单应付；征兵
找了‘县长’，各方职责明晰，‘部长’才有
时间精力聚焦部队需求创新方法！”近年
来，该部先后进行“高考体检搬进征兵体
检站，精准动员”“高校学生乘专车参加

征兵体检，感受尊崇”“接兵干部参与役
前训练，双选促优征”等探索，有效提高
了新兵征集质量。

靠“乡长”更要靠“校长”

作为云南省军地联合征兵检查督导
组的工作人员，今年征兵工作全面展开
后，省军区动员局参谋邓坤的足迹遍及
16个地州，省内78所普通高校更是基本
走了一遍。缘何对学校如此“情有独
衷”？邓坤给了记者这样一组数据：南涧
彝族自治县总人口23万，但是在乡符合
应征条件的大学生人数不到50人；云南
大学仅在校大学生就超过 3万人，其中
不乏部队急需的信息科学技术、通信工
程、医学等方面的人才。“建设一流军队
需要一流人才作支撑，大学生成为官兵
的主体，征兵当然也要聚焦大学生这个

‘靶心’，既要靠‘乡长’也要靠‘校长’！”
靠“校长”先要明“校长”职责。“近3

年，我院送出新兵493人，今年应选送双
合格应征大学生133名，目前我院学生参
加兵役登记人数10683人，登记率100%，
240人报名应征……”在广西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提起征兵相关数据，分管副校长
黄琼念如数家珍，“任务数是自治区征兵
办和教育厅联合下达的，我在‘军令状’上
可是签了字的，肯定记得牢牢的！”如今，
不仅在广西，江苏、河南、湖南、云南等省，
均已将征兵任务指标下达各高校。全国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还相继出台《普通
高等学校征兵工作实施办法》，为高校征

兵工作勾画明晰路线图，推动从“社会撒
网找兵”到“高校精准选兵”的转变。

各地纷纷加强和完善高校武装部建
设，大学生征兵工作站在各高校闪亮登
场，学生可就近就便完成兵役登记、报名
初检等。河南省出台文件明确高校武装
部设置要求，使高校武装部从2011年的
不足 20个增加到如今的 134个；云南省
为所有学校核增1名专职武装部副部长
职位，并指定 2至 3名工作人员，确保高
校征兵有专人负责；重庆、河南等省市每
年征兵工作展开前，专门组织高校武装
部长及相关负责同志集中业务培训考
核，过关者方可持证上岗；广西更是将标
准细化，要求各高校培养一支以院系辅
导员为主体的大学生征兵工作队伍，保
证各项工作有人抓、有人管。

督导问责 促新作为

当下，高招工作正热火朝天地筹备展
开。记者从河南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了
解到，今年该省为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等 39所高校核定增加了 2627个招生指
标。这是他们落实省政府和省军区联合
出台的大学生参军入伍优待政策的实举。

与此同时，在重庆市荣昌区盘龙镇，
镇长兰来章正在面对区行政督察组的考
评。“月底前要完成兵役登记，你街道情况
如何？”“乡镇初检初审准备得怎么样
了？”……政府行政督察出“军事考题”，这
并不多见。“没有严格的督导，落实是一句
空话。”荣昌区人武部政委李先锋如是说。

的确，抓好“源头工程”输送优质兵
员，无论找“县长”还是“校长”，落实是关
键。靠严格的督导问责，也靠科学的政
策引导。

督导检查始终是抓落实见实效的好
办法。汪治强告诉记者，今年3月，广西
壮族自治区征兵办对2018年未完成征集
任务的广西医科大学领导进行了约谈。
学校立即进行整改，专门出台入伍优待
政策，内容涵盖奖励资助、转改专业、免
修课程、评优评奖、复学升学等。今年该
校报名应征大学生人数是去年的2.5倍。

为加强督导，江西省将征兵任务完
成情况纳入省管高校党委书记抓建考
核，北京市将征兵工作纳入市政府绩效
考核体系。四川省将征兵工作纳入目标
考核和省政府重点督察内容，定期开展
军地联合兵役执法检查，推动兵役法规
贯彻落实和征兵工作流程规范。安徽省
则已连续 3年对 16个设区市、89家省直
单位、119所高校征兵工作进行了考核。

与此同时，多省出台政策，通过为高
校发放征兵工作补助资金、为完成征兵
任务学校增加招生指标等，调动“校长”
们的积极性。

6月 12日，四川农业大学“一站式”
征兵工作站，都江堰市人武部政委姜海
洋和副市长达军、副校长何国柱一起迎
接前来进行政治考核的学生。看着不断
涌入的青春面孔，姜海洋信心满满，“又
是一个丰收年！”

（本报记者左庆莹、特约记者张正军
参与采写）

征集，找“娘家”还是找“婆家”
——全国大学生士兵征集工作新闻调查之三

■本报记者 张和芸 柯 穴 冯 强

成功人士光环多，老兵方继凡也不
例外。创业 30年，他把太平猴魁推上
了中国十大名茶的宝座，自己也获得国
家级“非遗”传承人、安徽省茶产业十大
杰出企业家等称号。然而，方继凡最在
意的一个称号却是——黄山脚下猴坑
村的“萝卜村长”。

“萝卜不值钱，用老百姓的话讲就
是不值钱的村长！”2005年，猴坑村村

“两委”换届选举，正在上海经营茶叶生
意的方继凡被村民投票选举为村主
任。当他赶回村里时，有人当面开起了
玩笑：“放着好好的钱不挣、经理不当，
回来当啥‘村长’？”方继凡心里很不是
滋味，下定决心要大干一场，摘掉村长
前的“萝卜”这顶“帽”。

猴坑村山清水秀，是太平猴魁核心
产区。早在 1915年，方家先祖方南山
携太平猴魁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
一等金质奖章。然而由于市场认知度
低，好茶难卖好价。于是，方继凡上任
之初就明确了先烧“三把火”：修路——
让源头好茶走出去；护茶——把核心产
区保护好；兴业——让全村群众富起
来。一算账，老会计李宁生叹了气：“这
后生是做梦吧！”

追梦，恰是方继凡的“特长”。1986
年退伍回乡，方继凡被安置在汽运公司
上班。一心想创业的他，辞职后办起饲
料厂、养鸡场、农机服务部，皆以失败告
终。当过兵的人不服输，他坚定必胜信
心，终于迎来事业的拐点。

踏平坎坷成大道，方继凡一边向上
级争取资金，一边自掏 50万作为启动
资金。历经 8年，出山路通了，进山客
多了，村民腰包也鼓了。然而，村中旱
厕林立，影响太平猴魁核心产区品牌形
象。改厕成为整治村容第一关。有村
民不以为然，“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
家”“肥水不流外人田”。一次，方继凡
刚换新车，就有村民来找茬：“你不是共
产党员吗？我媳妇要生娃，想借你的车

用用。”生意人图吉利，家人怕沾血光，
方继凡很爽快，借！

“老百姓也有喜怒哀乐，我理解他
们，更要帮助他们。”香烟散了一圈又一
圈，嘴皮磨了一宿又一宿，皮鞋跑坏一
双又一双，方继凡终于做通了最后一户
人家工作，还吃上他家一碗清汤面。

矛盾处处有，工作天天做。为兴建
村民文化广场，方继凡四处奔波，2012
年底惨遭车祸，肋骨断了 6根，左腿接
上短了半寸，每到阴雨天都疼痛难忍。
半年后，腿疾发作的方继凡知道又要变
天，通知村干部做好村民转移准备。果
不其然，一场泥石流掩埋了猴魁核心产
区 3个自然村。全村脱险，群众庆幸。
风雨过后，方继凡又拄拐挨家挨户动
员：让猴魁从泥巴里长出新样子！

猴魁喜获重生，不料茶市暴跌。猴
坑村 5000斤茶叶滞销，猴坑公司销量
同样大减。“不能让茶农吃亏！”方继凡
紧急止损，安排收购组兜底收购，村民
不赔反赚。“猴坑公司每卖1000万却要
亏损 250万，”一生精打细算的老会计
李宁生彻底服了，“老方舍得吃苦，更舍
得吃亏。为了村民，他真是拼了！”

黄山区茶叶局副局长苏贵余同样
深感敬佩，方继凡以义制利、造福一方，
无愧军人本色。2018年，猴坑村茶叶
产值 5000多万元，核心产区茶农人均
年收入超过 20万元，昔日穷山村成为
闻名天下的富裕村。

“老百姓眼睛揉不进沙子，却藏得
住真情！”村民饶秀兰说。去年村换届
选举，连几年没出过家门的孤寡老人叶
秀华都支撑着身子出现在现场，只为给
方继凡投上一票。手捧 1240张选票，
连续5次当选的方继凡眼眶湿了：乡亲
们每一张选票，都很烫手、烫心！

“为了村民，他真是拼了”
■本报记者 周海良

去年我国高校招生超790万人，毛入学率达48.1%，今年
高职又扩招百万，高等教育正式进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
育的普及、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为向部队输送高素质兵员
提供了“源头活水”。然而，实际工作中，兵员质量并不会天
然地“水涨船高”。我国人口众多，并未实施普遍义务兵役
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代青年人生观、价值观趋向多元
化，参军入伍只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选择题”。然而，对
于全社会尤其是各级政府来说，这却是一道“必答题”——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需要一流的人才，只有将优秀青年送到
部队，才能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

做好“必答题”，需要明晰职责，集军地合力。当下，随着深化
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推进，随着新一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落地落
实，随着法治政府建设驶入快车道、依法行政成为共识，军地各级
各部门都在制定各自的职责清单。应借此东风，将征兵工作责任
标准细化纳入相关部门清单，确保大学生征集工作“一路畅通”。

做好“必答题”，更要善抓关键，到中流击水。征兵工作
中，优质兵源在哪里，工作重点也要放在哪里。只要紧紧围
绕建设一流军队所需，打开影响大学生征集工作的“结点”，
找准助力大学生建功军营与实现自我价值的“交点”，必能
为实现强军梦源源不断地输送青春力量。

观 澜 者 说

你的“选择题” 我的“必答题”
■张和芸

子牙河畔，红旗猎猎。600余名官
兵全副武装，蓄势待发，“水上救生课
目比武，开始！”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
河面上 5艘冲锋舟劈波斩浪。6月 5
日，天津警备区民兵应急分队防汛抢
险考核比武在子牙河指定区域展开。

海河流域75%的洪水由天津入海，
而天津地势低洼易涝，极易形成洪涝
灾害。此次考核比武，以遂行区域内
防汛抢险救援任务为课题，组织部分
区人武部应急指挥组带民兵应急分队
进行全建制、全过程、全课目考核。

植桩分队首先闻令出动，携多用
途气动植桩机向指定区域前出，启动、
架杆、打桩，系列动作一气呵成，短短
几分钟，堵堤钢管桩就打入了地下。

抢筑子堤比武课目现场。各参赛
队队员奋力装填、运送沙袋，一层、两
层……不一会儿，一座座长 25米、高
0.7米、宽0.6米的模拟子堤在你追我赶
中逐渐成形……

“这次组织拉动检验性考核比武，
有效检验了民兵综合应急连整体应
对、混合编组、灵活机动的编组要求，
实际检验了他们‘平战结合、一队多
用、一专多能’遂行任务的能力。”天津
市宁河区人武部部长李胜华告诉记
者，今年以来，宁河区人武部采取“编、
配、训、管、用”五位一体的模式建立民
兵应急连，有效提高了民兵应急连的
战斗力。

除了贴近实战，参考人员普遍反

映此次防汛抢险考核比武评分严格、
规范。担任考核比武评委的战士苗洪
成介绍，此次比武考核采取量化打分、
综合评定的方法，从植桩的深度、倾斜
度到模拟子堤的高宽、朝向，每项比武
课目都有具体细化的评分标准，参考
队伍的一点小失误、小疏忽，就可能与
荣誉失之交臂。裁判组则由天津市水
务局水利水文专家、天津警备区直属
分队和驻津某旅官兵组成。

在考核比武现场记者看到，每一
项比武课目，各参考队都发挥了各自
的训练优长，采取了不同应对手段。
实战化的考核比武没有脚本预演，也
没有既定统一的装备器材和方案，比
武场上的奇思妙招，是各参考队考场
上随机应变的智慧结晶，更是各区人
武部民兵应急分队多年抗战“洪魔”积
累的经验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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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桩现场

6月初，广东深圳宝安职
业技术学校毕业典礼现场，毕
业班学生争相在写有“祖国召
唤 我必到”的军旅主题合影区
留念。进入毕业季，深圳市宝
安区人武部深入各院校进行
兵役登记和征兵宣传，3000余
名适龄青年参加活动。

柯超华摄

毕业留影
这样更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