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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树岭、记者王赫报道：8月
10日，记者来到河北省涉县采访，在7天优
品酒店大厅，看到服务人员正为一名现役
军人办理免费入住手续。柜台上摆放着

“涉县拥军志愿服务站”的标识牌，一旁
“现役军人免费入住、退役军人八折优惠”
的标语格外醒目。酒店负责人介绍，挂牌
成立服务站以来，酒店已先后为10多名现
役军人办理免费住宿，为30多名退役军人
办理优惠住宿。

这是涉县不遗余力做好拥军工作的
一个缩影。涉县是革命老区，曾是八路军
129师司令部所在地。新时期，该县赓续
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私营业主自
发成立的社会拥军组织“爱国拥军联盟”
格外引人注目。

“要求加入的实体门店太多了，我们
得仔细筛选。”“爱国拥军联盟”主要发起
人之一王爱英介绍，目前，加入的 103家
实体门店已经涵盖日常消费、生活服务、
子女教育、医疗健康等 10多个服务行业
窗口单位，并且在不断扩大。为规范运
营，涉县双拥办制定《涉县拥军志愿服务
管理办法（试行）》，制发《爱国拥军志愿倡
议书》，要求门店悬挂统一制作的“涉县拥
军志愿服务站”标识牌，在醒目位置张贴
优待优惠承诺，并做好服务统计工作，双
拥办定期监督考核。

此外，他们还专门制作电子地图，标
注出 103家拥军志愿者服务站分布位置，
现役和退役军人可以直接导航到相应实
体门店享受优惠。

除了对现役和退役军人实行免费或打
折优惠外，这些门店还招聘录用多名退役军
人，很多门店都积极参与征兵宣传、欢送新
兵等拥军活动，受到驻军部队和社会各界赞
誉。涉县一家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负责人牛
国利告诉记者，他的公司不但为现役军人提
供5天内免费租赁和24小时免费救援的优
惠服务，还为10多名退役军人提供了兼职
司机的岗位。

“涉县走出了‘八路军的母亲’李才清
等爱国拥军模范，接力棒传到我们这一代
身上，决不能把传统守丢了！”王爱英告诉
记者，拥军实体门店带动效应很大，这几
天申请加入的就有 22家。

一个个暖心之举，正引领着新时代
涉县人民支持国防、尊崇军人的新风
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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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晏小勇、徐家炉报道：8
月上旬，江西省鹰潭市发布 2019年度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退役大学毕业生士
兵公告，市政府拿出 23个全额拨款事
业编岗位，启动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定
向招聘工作。这是鹰潭市军地今年推
动提高大学毕业生征集比例的新举措。

鹰潭市仅有 120万人口、1所大专
院校，高学历兵员征集工作面临困难。
今年，鹰潭市军地联合出台规定，全市
每年拿出 20至 30个全额拨款事业编
岗位定向招聘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
鹰潭市征兵办领导说：“大学生征集比
例逐年增高，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却起
色不大，这一举措就是要鼓励大学毕业
生积极应征。”

该市各区（县）每年设立60万元的
“国防奉献激励金”，建立新兵回访、困
难帮扶、立功奖励等机制，定期走访慰

问军烈属，对立功受奖的官兵给予奖
励，对困难军属实施救助，让应征青年
无后顾之忧。市政府每年安排征兵专
项奖励经费，对完成大学生征集任务的
乡镇（街道）和受省、市两级表彰的征兵
先进个人进行奖励，对廉洁征兵出问
题、征兵“五率”拖后腿的基层乡镇（街
道办）进行问责。

此外，该市征兵办注重讲好优秀鹰
潭籍军人故事，发挥典型激励作用。他
们把爱国拥军模范、立功受奖官兵的先
进事迹制成宣传片，在市、县两级电视
台播放。在广场、街道、社区、学校设立
荣誉墙，让优秀官兵代表事迹进宣传
栏、上光荣榜，形成良好的激励和示范
效应。截至目前，全市报名应征青年
6780人，达任务数的25倍，其中大学生
报名949人，达任务数的3.5倍，大学毕
业生报名352人，创了历史新高。

江西省鹰潭市

拿出事业编定向招聘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内蒙古军区
首届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在某训练场拉
开帷幕。“前方 25米，胸环靶，准备射
击！”在射击训练场，随着考官一声令下，
清脆的枪声在茫茫草原回荡。

这是该军区近几年以来组织的规模
最大、内容最全、人数最多、标准最严的
一次比武竞赛。枪响靶落，击中的是靶
心，命中的是内蒙古军区聚焦备战打仗
的准星。该军区司令员马庆雷说：“开展
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就是要把官兵的
心思凝聚到主责主业上，激发官兵训练
热情，带动全区国防动员建设和练兵备
战工作。”

逐层遴选，349名精
兵强将走上擂台

“我又找到了在老部队的感觉。”7
月31日下午，从航空兵某师转改文职到
国防动员系统的裴越，走出3000米武装
越野的比赛现场，一脸兴奋。在为期 3
天的时间里，经过各盟（市）、旗（县、区）
层层选拔，来自内蒙古军区全区的 349
名训练尖子走上擂台、紧贴实战展开激
烈竞争。

“从军分区司令员到普通民兵，从现
役军人到文职人员，从机关人员到专武
干部，参加此次比武竞赛的人员类型涵
盖国防动员的各个领域和岗位。”全程组
织此次比武的战备建设局副局长赵乐明

介绍，年初军区就下发文件，要求各级结
合编兵整组展开轰轰烈烈的大练兵大比
武活动。

北疆草原，硝烟四起。阿拉善军分
区和所属各人武部组织参训人员逐个签
订军令状，专门把民兵队伍交给营区内
友邻部队代训；包头军分区领导以上率
下主动参训全程跟训；鄂尔多斯市东胜
区人武部依托航拍协会和无人机研制生
产公司编配侦察救援排……

“能够参加此次比赛的都是经过层
层选拔的精兵强将。”乌兰察布市四子王
旗人武部副部长杨其武介绍，从5月初，
四子王旗的各乡镇（苏木）和街道基层武
装部就组织民兵进行考核选拔；6月中
旬，又组织所属11个人武部的民兵骨干
进行了3轮淘汰赛；7月15日，29人的正
式参赛队伍最终确定。

“信息化条件下动员支前、保障机
动、抢险救灾等多样化军事任务更加艰
巨繁重。”该省军区领导表示，开展此次
群众性比武，就是为了让战斗力标准真
正落实到每个岗位上。

贴近实际，40余支新
质民兵分队亮相比武场

内蒙古自治区横跨“三北”，东西绵
延八千里，草原牧区地域辽阔，人口居住
分散，边防线长点多面广。打造一支与
地域特点相适应，与担负任务相匹配的

应急应战力量，既是当前内蒙古军区编
建民兵队伍的现实需求，也是此次比武
竞赛考核的“重头戏”。

此次比武中，多个小语种专业人员
组成的向导翻译分队表现十分抢眼。他
们不仅参加识图用图、自动步枪射击考
核，还熟练地进行蒙汉互译。“编建民兵
分队要按需拓展，借助地方资源优势。”
赤峰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处长李伟杰介
绍，辖区少数民族多，语言种类多，向导
翻译分队很好地解决了各地语言不通的
难题。

在气象保障分队的比武现场，面对
复杂的自动气象站装备，从事气象保障
工作多年的民兵张晓磊轻松地完成了所
有的故障排除课目。他说：“看似十分困
难的课目，对我们来说却是家常便饭。”

500米距离外，识别并定位 10个待
识别目标，5分钟内上报作业成果。比
赛完毕，阿拉善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参
谋张冲告诉记者：“无人机分队大幅提
高了部队遂行任务能力。我们辖区地
广人稀，过去组织一次警戒巡察需要
官兵花费半天时间，有了无人机分队，
仅需两名战士很短时间就能完成，而
且可以对巡察全程进行录像，方便回
溯追查。”

无人机分队开展高空侦察、气象保
障分队组织设备安装调试、向导翻译分
队进行识图标图作业……40余支新质
民兵分队的精彩表现成为比武场上的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军区战备建设局领导
介绍，接下来军区将进一步突出地域特
色优势，科学布局民兵队伍，边境沿线建
好边防民兵骑兵连和无人机侦察班等，
黄河沿线重点建好防凌防汛分队，林区
重点建好防火救援分队，配备专业器材，
落实专业训练。

实战导向，100余条
评分细则严把标准

“穿越‘染毒地带’时，部分参赛选手
为了减轻负重没有携带滤毒罐，有的防
毒面具穿戴不严。细节上不注意，战场
上会丢命……”比赛现场，来自陆军防
化学院的裁判张可不留情面地指出训
练场上参赛选手存在的问题。记者了
解到，此次比武现场的 26名评估专家
来自各大院校和军兵种部队，参与动员
指挥作业、要图标绘等难度较大课目的
监考评判，军区纪委全程监督，保证比武
公平公正。

平时真训实练，战时才能克敌制
胜。据了解，此次练兵比武活动的考核
项目，既有轻武器射击、单兵战斗动作等
基础课目，又有动员指挥专业、防洪堤构
筑等应用课目，也有无人机侦察、气象保
障等新设专业。记者在民兵应急专业的
比武现场看到，防洪堤构筑、3公里武装
越野、单兵战术等对体能要求较高的几
个课目轮番上演，前来参加比赛的巴彦
淖尔市临河区城关镇专武干事林雄说：

“这次比武少了表面功夫，多了硝烟味，
没有两把刷子还真难过关！”

训中设情况、比中出难题，营造带硝
烟味的实战环境，锤炼“兵”的本领。记
者翻开评分细则发现，评分细则共包括
14类 100余项，每一个评分项目都有不
同的评估要点和评估指标。防化装备操
作动作不规范扣 5分、无线电台没有开
机前检查扣10分……民兵祁连生表示，
严格的评分标准，不仅提高了民兵备战
的积极性，也进一步规范了他们的日常
训练。

草原练兵，卡紧国防动员实战标尺
—内蒙古军区首届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见闻

■本报记者 裴 贤 贺志国

本报讯 姚峰、汪震东报道：第 9
号超强台风“利奇马”来袭，适逢征兵体
检工作进行时，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
100余名体检合格的应征青年主动请
战，加入应急抢险队伍。他们组成突击
队和乡镇民兵应急排一起奋战在抢险
救灾一线。

8月 8日，南浔区和孚镇应征青年
上站体检，在候检室组织教育的和孚镇
武装部部长袁小峰收到上级组织做好抗
击台风准备的命令，立刻布置任务，在场
的应征青年得知消息后主动请战。连续
3年参加应征的青年丁骋浩说：“参加抗
击台风活动，正是对我们这些即将入伍
应征青年的一次提前考验。”

8月 9日下午，暴风雨开始席卷南
浔，南浔区民兵应急值班分队南浔镇应

急排接到上级防汛指令，15分钟内完
成人员集结、物资装备清点，到达指定
地点进行备勤。南浔镇28名应征青年
迅速加入应急抢险队伍，积极协助应急
民兵开展防御超强台风工作，他们组成
抗台突击队，帮助转移群众、巡逻堤坝
河岸、排除雨水倒灌险情、加固蔬菜大
棚，连续奋战4小时。

南浔镇泰安社区内涝严重，一楼居
民家中全部积水，请求支援。南浔镇和
练市镇武装部紧急出动民兵应急排前
往排除险情，两镇 42名应征青年纷纷
请战，主动要求加入救援行列。肩扛重
物，蹚过没膝的积水，应征青年丁建几
次摔倒在污水中满身泥泞，但他和参加
救灾的应征青年一起，始终奋战在抢险
一线。

提前淬火，应征青年奔赴抗洪一线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李京进报道：受
台风“利奇马”影响，8月 11日晚，山东
省济南市章丘区普降特大暴雨。当晚
10时，接到济南市应急管理局的通知
后，不到半个小时，“全国模范退役军
人”谢清森带领他的退役军人应急救援
突击队，携带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连夜
开赴章丘相公庄街道。

原来，早在2017年，谢清森就着眼
应急救援，在公司组织成立黄河救援退
役军人应急救援突击队，并配备救援车
辆、冲锋舟等专业设备，抽调具有水面
打捞经验及相关技能的专业救援人员
16人。这次为应对台风“利奇马”，他
们早就做好了应急救援的准备。

抵达现场后，谢清森立即组织队员
投入救援行动。夜间雨势更急，由于水
位较高，水下环境复杂，且涉水阻力较
大，部分涉水道路水流湍急，加大了救
援难度。队员们奋不顾身，利用冲锋
舟、摩托艇等救援工具，配合当地政府
及其他救援力量，成功转移 2400名被
困群众。

截至12日上午，现场还有一千多名
村民等待救援。谢清森和他的退役军人
突击队员仍坚持在救援前线。谢清森
表示，所有退役军人救援队员，将发扬
军人轻伤不下火线的优良传统，坚持到
将所有被困群众救出，用行动诠释“为
党旗增彩，为军旗增色”的军人誓言！

本色不改，退役军人连夜突击救援

8月11日晚，受台风影响，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普降特大暴雨，相公庄街
道57个村中的36个村受灾。8月12日凌晨，章丘区人武部组织区民兵应急
连100余人，紧急征用铲车等大型机械车辆30余台，赶赴相公庄街道七郎院
村，转移被洪水围困的群众。截至当日下午14时30分，已成功转移受困群众
1000余人。

图为救援官兵将解救的婴儿交给其父母。
李贝贝、朱广林摄影报道

8月上旬，新疆军区某团在驻训期间赴陌生地域展开实弹射击训练。
李江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