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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兵 工 作 进 行 时征 兵 工 作 进 行 时

直至今日，吴胜瑜仍不敢相信，那
个“工作起来很拼命”的父亲已离开人
世。在她的记忆里，父亲吴兴堂很少
生病，他常自豪地说：“我是当过兵的
人，身体好得很。”

5月 21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黎平县税务局派驻该县龙额镇
亚罕村的扶贫干部吴兴堂，在驻村帮扶
时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

按照相关政策，1963年出生的吴兴
堂并不需要驻村扶贫，但听说亚罕村有
200余户贫困户，近千人未脱贫时，他主
动请缨赴亚罕村任网格员。“革命军人
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黎平县税务
局局长杨再权清楚记得，临行前，吴兴
堂这样对他说。

吴兴堂是黎平县永从镇人，1982年

10月至1993年4月在云南省军区服役，
1985年 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服役期
间，他参加过边境作战，3次荣立三等
功，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吴兴堂退
役返乡后，放弃了旁人看来更好的单
位，选择到县人武部当职工。

曾和吴兴堂共事的县人武部干事
杨秀祥回忆：“吴兴堂军事素质好，组
织民兵打靶训练，他都亲自做示范。
他是侗族，每年征兵季，他都申请到最
边远的尚重、龙额、水口等侗族集聚乡
镇进行征兵宣传。在他的动员下，黎
平 的 侗 族 青 年 入 伍 率 连 续 3年 创 新
高。”1996年，因改革调整，吴兴堂调到
黎平县地税局工作。

不管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吴兴堂
始终保持军人本色，践行一名共产党员

“为人民服务”的承诺。驻村扶贫期间，
他经常不到 5点就起床，赶在村民出门
劳作前进家开展工作，晚上又对着昏暗
的灯光整理数据，常常直到凌晨。和他
一起驻村的扶贫干部杨仪文说：“经常
看到老吴眼中布满血丝，可他每天都乐
呵呵的，还常鼓励大家再使把劲，工作
做得细致些。”

亚罕村消防设施陈旧、饮水困难，
吴兴堂四处奔走，协调资金为该村新增
5个消火栓，铺设了 1500余米消防管道
和 1800余米饮用水管道。吴兴堂管辖
网格内的 46户村民有一半以上是老人
和留守儿童，亚罕村驻村第一书记谌洪
根经常看到吴兴堂给老人买肉买米，给
留守儿童买牛奶、零食。谌洪根说：“村
民们很信赖吴兴堂，有什么困难和想法

都愿意跟他说。”
吴兴堂去世后，他的战友尚延华说

出一个秘密：“兴堂生活非常节俭，常被
人误会是小气。其实，他一直将省下来
的钱用于爱心助学，服役期间他就资助
了当地 2名贫困学生。2017年，我无意
间得知这件事后，兴堂叮嘱我‘不要告
诉别人，这都是小事情’。”

在吴兴堂眼中，自己的事都是小
事。5月10日，采集民情相关数据返回住
处时，吴兴堂对杨仪文说：“我可能感冒
了，昨晚总冒虚汗，睡不安稳。”这样轻描
淡写的一句话，杨仪文没有太在意。“那几
天，他一直坚持与我们一起进村入户开
展工作，我以为他真的只是感冒，吃点药
就好了。”回想当初，杨仪文后悔不已。

11日，吴兴堂还到镇政府开会，会
后再次返回亚罕村开展工作。12日傍
晚，出现昏迷的吴兴堂被送往县人民医
院，后又陆续转院至黔东南州医院、湖
南省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经专家确诊
为急性肺炎加急性肝衰竭，病情迅速恶
化。21日，当噩耗传到亚罕村，村民们
都不敢相信，前几天还来家里走访的吴
兴堂永远离开了……

6月 28日，黎平县委号召全县党员
干部向吴兴堂学习。

贵州省黎平县扶贫干部、退役军人吴兴堂——

用生命照亮脱贫攻坚路
■那志奎 令狐克依

从替别人放羊到拥有自己的羊
群，从皮鞋都买不起到拥有崭新的轿
车……哈萨克族牧民努尔波拉提?米
迪特江身上发生的变化，是新疆少数
民族群众生活之变的一个缩影。

“这个变化是汉族‘亲戚’和我一起
创造的……”7月7日一早，担任新疆军
区某保障大队政委不久的张泽兵便接
到老朋友努尔波拉提打来的电话。听
着他的讲述，这几年子弟兵帮扶努尔波
拉提的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

近年来，驻疆部队官兵聚焦“建设
美丽新疆、共圆祖国梦想”，着眼当好战
斗队、工作队、生产队和发挥“压舱石”
作用，先后发动团以上干部与南、北疆
4400多户贫困群众结成帮扶对子，开
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在天山南北
奏响一曲曲鱼水情深的时代欢歌。

一次串门是朋友，相处久了成亲
戚。2016年年底，新疆军区某团政委
茹得龙来到帮扶对象、维吾尔族贫困
群众麦麦提?阿吉家串门，看着麦麦提
家徒四壁的景象，他心中不是滋味。
从“穷亲戚”家出来，他便出资帮助麦
麦提开了一间肉铺，并将麦麦提的妻
子介绍到团队支持开办的“齐曼扎尔”
合作社工作。

随着日子越过越红火，麦麦提一家
越发感恩“兵亲戚”。逢年过节，他们都
要邀请子弟兵到家里做客。每逢建军
节、国庆节等，官兵都邀请麦麦提的孩
子到单位过军事日。

新疆昌吉维吾尔族姑娘穆尼亚家
境贫寒，在昌吉军分区官兵资助下完成
学业。该军分区领导刘海文除了给予她

物质帮助外，还经常为她讲述民族团结
人物故事和官兵战风斗雪、卫国戍边的
事迹。毕业后，穆尼亚放弃留在乌鲁木
齐工作的机会，申请到昌吉军分区幼儿
园当老师。她说：“解放军点亮了我的人
生路，我要用学到的知识回报他们。”

宣 讲 政 策 、共 建 帮 扶 、改 善 民
生 …… 驻疆部队官兵的务实暖心之
举，赢得少数民族群众的诚挚赞誉，成
为维护新疆社会长治久安的桥梁纽带。

和贫困群众买买提?玉素甫结亲
后，新疆军区某团干部曾继来不光主动
教他说汉语、写汉字，还经常买来《常用
维语词句100句》等书籍学习。得知买
买提因经济困难打算让儿子辍学时，曾
继来拿着自己的工资卡来到买买提家
中说：“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有困难
只管找我！”

“亲戚”越走心越近。去年7月，曾
继来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后被查出患有
先天性疾病。得知情况后，买买提带着
水果和现金来到曾继来家，深情地对他
说：“我有困难时你帮了我，你有困难了
也不要忘记我这个‘亲戚’！”钱没收下，
两人的手却紧紧握在一起。

吃农家饭、干农家活、共商致富举
措……仲夏时节，酷热难耐，来自新疆
军区的21名处级以上干部再次来到南
疆四地州走亲串门。瓜果飘香的农家
小院里，子弟兵和少数民族群众围桌而
坐，畅谈着未来的新生活……

上图上图：：新疆昌吉军分区官兵与结对新疆昌吉军分区官兵与结对
帮扶的牧民载歌载舞帮扶的牧民载歌载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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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南北，
“亲戚”越走心越近

■宋 勇 陆 毅 本报记者 黄宗兴

本报讯 周明磊、记者乔振友报
道：这几日，辽宁财贸学院参军入伍的
氛围浓烈，学校征兵报名点 10天内接
受大学生咨询 500余人次。辽宁省葫
芦岛军分区政委齐为跃说，这得益于该
学院党委和军分区共同举办的一堂思
想政治课。

辽宁财贸学院是葫芦岛市辖区内
唯一一所综合性高等院校，也是兵员征
集的主要阵地之一。近年来，在军分区
的支持下，该学院自筹资金，在校内建
起一座综合性国防教育基地——红馆，
经常组织学生开展现地教学。每次教
学活动，军分区都专门派人指导。

“七一”前夕，学院准备组织一场思
政课。军分区领导提议，恰逢大学生应
征报名关键阶段，可以把思政课与国防
教育课结合起来，并以此为契机开展征
兵宣传。在军分区的协助下，他们精心
准备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

这堂思政课，将爱党爱国爱军贯彻
始终。通过歌舞、朗诵、舞台剧等形式，

将我党我军的红色历史融入精彩的表
演中。从嘉兴南湖红船承载着一个民
族的梦想扬帆起航，到巍巍井冈星火燎
原；从万里长征信念如磐，到延安精神
光耀神州；从东北抗联浴血奋战，到西
柏坡上决胜千里……舞台上展现的精
彩场景，让现场观看的 3000余名学生
热血沸腾。

随后，军分区动员处处长田亚兵从
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国防建设现状、大
学生参军入伍的条件和程序、葫芦岛市
大学生征集优惠政策等方面，现场一一
答疑解惑，逐步坚定在场大学生携笔从
戎的信念。

课后，礼堂内设置的 10个征兵报
名点被围得水泄不通，50余名大学生
报名参军，200余人表达了强烈的从
军意愿。

辽宁财贸学院联合葫芦岛军分区

思政课融入国防元素

暴雨不止，洪水肆虐，连日来南方多地受灾。在救灾的队伍中，有一个特殊群体：作为“民”，身处灾
区，熟悉情况，就近就便；作为“兵”，训练有素，全程作为，善打头阵。特有的优势让民兵在抗洪一线承
担着重要角色，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报长沙 7月 11日电 7月 9日凌晨 4
时，资江新邵段出现超警戒水位，湖南省新邵
县城内多栋房屋的一楼被水淹没，而此时暴雨
一直未停。邵阳市防汛指挥部命令：“全力组
织群众大转移！请人武部火速派人支援！”

将这一任务交给人武部，指挥部自有道
理。邵阳军分区司令员张道义说：“民兵了解
当地地形特征，熟悉当地民风民情，在动员疏
导上优势明显。”

搜寻中，该县民兵发现小河街一位独居老
人不在转移队伍中。他们赶到老人家，发现屋
门紧锁，原来老人不愿离开世代居住的房屋。
在民兵反复劝导下，老人最终安全转移。

是夜，经 4个小时紧急疏散，近千名群众
大转移，一人未落。

7月7日以来，湖南衡阳、株洲、永州、邵阳
等地出现强降雨，湘江、资江、渌水、洣水等江
河水位暴涨，相继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省军
区党委领导迅速部署防汛抢险救灾，各军分区
领导深入灾情最重的地方靠前指挥，人武部官
兵和民兵紧急驰援受灾群众……

7月 9日 15时，衡阳市黄美洲防洪大堤出
现滑坡险情，警备区组织蒸湘区人武部官兵
和民兵紧急抢险。直至 10日上午 8时，大堤
完成加固，民兵才缓口气坐在堤坝上吃了顿
早餐。该市水利局一位参加多年防汛救灾任
务的工作人员说，“2016年6月，衡阳市也因持
续特大暴雨遭受严重洪涝灾害，衡山县白果
镇 1700余名群众受困。危急时刻，第一个赶
赴现场指挥的是县人武部前指，第一个反馈
情况的是镇专武干部，第一个投入抢险的是当
地民兵分队。”

衡阳警备区政委黄大坤说：“民兵是人民
群众家门口的‘兵’，危急时刻第一时间赶到是
我们的责任！”

截至7月11日19时，湖南省军区已出动官
兵和民兵 4900余人，转移群众 13600余人，加
固堤坝240余米，转移物资49余吨。

（本报记者周仁、通讯员文巧、谭绪卫、陈
余、付忠胜、欧凌健、雷晓宇综合报道）

下图：7月9日，湖南省冷水江市沙塘湾办
事处民兵应急分队救助转移被洪水围困一天
一夜的76岁老人王瑞香。 戴 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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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昌 7月 11日电 从 7月 6日开
始，江西省连续遭受暴雨侵袭，新余、宜春、
抚州、萍乡等地被洪水“围城”，一片汪洋。
江西省军区闻令而动，组织民兵迅速投入抗
洪抢险战斗。

民兵是人民群众家门口的“兵”。当灾
情不期而至，最考验他们的应急应战能力：
能否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8日 20时，因受袁河上游开闸泄洪影
响，新余市渝水区 4个乡镇发生严重内涝。
当天夜里，150余名民兵紧急转移 2000多名
被困群众；

9日，在萍乡市灾情最重的湘东区、上栗
县，260名民兵分别驾驶 43艘冲锋舟（橡皮
艇），在暴雨中搜救和转移群众3608人；

10日6时，鹰潭市余江区马荃镇白塔河
出现塌方的圩堤完成合龙，参与救援的 300
余名民兵在 14个小时内，会同驻地部队装
填沙袋 9600余袋、疏散群众 1000余人。一
起救援的部队官兵感慨：“民兵虽不穿军装，
但关键时刻一样冲在前面。”

“省军区系统姓军为战，组织民兵平时
应急、战时应战是职责所在、使命所系。”江
西省军区领导对自身职责有着非常清醒的
认识。入汛以来，他们通过狠抓民兵水上操
舟、应急救援、巡堤护堤、排险作业等针对性
训练，补充配齐各类抢险救灾装备器材，广
泛开展军地抢险救灾联合演练，全面做好抗
洪抢险准备。

7月 9日 10时，江西省将防汛应急响应
由Ⅳ级提升为Ⅲ级，省军区立即启动部队抗
洪抢险Ⅲ级响应，全面协调指挥部队官兵和
民兵投入抢险救灾行动。

“应急救援，民兵不能缺席；抗洪抢险，
民兵当打头阵”，成为江西省国防动员系统
的共同心声。截至7月11日17时，江西省军
区共出动民兵 1862人，配合当地政府转移
群众4万余人。

（本报记者郭冬明、通讯员江保平、黎
勇、王根平、刘朝龙、胡卫东综合报道）

下图：7月9日，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人
武部干部与民兵，在洪水中牵引冲锋舟转移
被困群众。 黎 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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