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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国梁、记者黄宗兴报
道：8月底，新疆伊犁军分区先后有 40
名战士离队前往军事院校报到，官兵在
祝贺战友喜圆军校梦的同时，纷纷为军
分区着眼官兵需求出台减负举措的做
法点赞。

“没想到自己真能考上军校。”拿到
陆军装甲兵学院录取通知书的某边防
团机炮连上等兵宁兴国坦言，他2月份
开始备考时，周末和休息时间常常被会
议和公差勤务挤占，有一天出了4次公
差，一下午开了 3次会，复习时间紧
张。被陆军军医大学录取的上等兵董
彪也谈到，那段时间频繁的公差勤务压
得他喘不过气来：“书本刚拿起来，公差
派遣单就到了，刚进入学习状态，值班
员哨音就响了。”

“卸下压力才能轻装前行，给足空
间才能激发活力。”该军分区党委从基
层反馈的问题清单中了解这一情况后，
决定从制度上杜绝机关派遣公差不规
范、基层官兵自主学习时间被挤占等问

题。他们结合前期调研了解的“会议文
电过多过频”“基层训练时间难以保证”
等现状，研究出台《为基层减负增力“双
八条”措施》，从压减会议数量、文电通
知、公差勤务等 8个方面入手，将官兵
从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并将“保证
探亲休假、保证日常休息、保证手机使
用”等“8个保证”列入检验减负效果的
重要标准，切实保障官兵权益、增强基
层活力。

考虑所属不少单位驻地偏远，军分
区还统一为考学战士购置复习资料和
文具，邀请驻地中学优秀教师开展专题
辅导，安排大学生干部“一对一”指导，
并在军考冲刺阶段组织备考战士集中
培训。

减负增动力，基层添活力。“今年连
队有5名战士考入军校，是近几年来人
数最多的一次。”军分区生产营一连指
导员王楠说，随着“双八条”措施逐项落
实，一件件暖心事办到了战士们心坎
上，基层活力更足了。

新疆伊犁军分区出台减负措施助力边防战士学习成才

40名边防战士喜圆军校梦

本报讯 张光勇、记者商自波报道：
发放家庭优抚金、悬挂光荣牌、逐户走访
解难题……9月中旬，新兵刚起运，山东省
德州市就把新兵优抚优待工作提上日程，
让新兵家庭倍感暖心。该军分区领导介
绍：“征兵不仅仅是要把优秀青年送到部
队，它是系统工程，包括服役前的政策宣
传、服役期间的关心关爱、服役后的安置
等，哪个环节做不好，都难以把最优秀的
青年送到部队。”

政策是青年参军梦最好的“助燃
剂”。去年，德州市制定了《做好大学生征
兵工作六条措施》，额外补助、安置优先等
政策像“强磁场”一样，引来了诸多大学
生。今年，为了鼓励已就业的大学生入
伍，部分县市区接连出台保留岗位规定。
王鑫雨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了泰山集团工

作，端起了同学羡慕的“金饭碗”。征兵开
始后，曾经一度犹豫不决的他，第一个报
了名，他说：“在部队发展得好就争取留
下，即使退伍也有保留岗位的托底政策，
后顾无忧。”

为让德州籍士兵安心在部队服役，
德州市在随军家属安置和子女入学问题
上相继发力。该市先后出台《德州市实施
军人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办法细则》《军人
子女入学优待办法》等文件，市委领导对
军人优待问题多次表态：要让军人最牵
挂的事成为最放心的事。远在广东服役
的禹城籍士官杨凯法和战友谈论最多
的，就是家乡的关照。原来，杨凯法的爱
人孙慧芹在夏津县工作，孩子和父母却
生活在禹城，一家人分居三地。经过市
委积极协调，孙慧芹如愿调到禹城工作。

在军人子女入学方面，近3年来，德州市
先后为170余名在外地服役的德州籍军
人子女办理了入学入托手续，用实际行动
解决了军人的后顾之忧。

如果把参军入伍比作“入口”，退役
安置就是“出口”。“出口”畅通了，“入口”
才有源头活水。德州市着眼为部队建设
输送高素质人才，在做好计划性安置的
同时，每年举办专场招聘会，组织订单式
培训，提供贴心式服务，让最可爱的人选
到满意的岗位。2016年以来，该市共安
置军转干部284人，90%以上安置在市直

单位，正团职转业干部全部安排副县实
职。采取“三公开一监督”的办法，把退
役士兵纳入地方人才管理体系优先录
用。2018年，全市符合安置条件的退役
士兵，事业单位安置率超过 82%，实现
100%安置到国有企业单位，保证了“好
钢”出炉后用在了经济发展的“刀刃”上。

多管齐下，激发了适龄青年的参军
热情。2019年，德州市5300余名适龄青
年报名应征，体检和政治考核“双合格”
的 2200余人，超过任务数近 40%，大学
生士兵比例接近80%，创下历史新高。

山东省德州市征兵工作全域发力，坚持役前政策激励、役中排忧解难、役后妥善安置

把最优秀的青年送到部队

左图：江西省于
都县“中央红军长征
出发地”纪念碑前，乡
亲们欢送新兵入伍。

谢金俊摄

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是一个渔业
小镇，建在石塘镇三面环海的雷公山山
顶之上的女子民兵哨所，是每天最早迎
来日出的海防哨所。

登上哨所，极目远眺，辽阔的海面
浪花扑闪，港内渔船穿梭，马达轰鸣。
这里长年驻守着7名女哨兵，被大家称
为“海岛红杜鹃”。

现任哨长周安娜告诉记者，雷公山
女子民兵哨所建于 1991年，属浙江省
一类民兵哨所，海拔 136米，东与三蒜

“英雄岛”遥遥相望，北与一江山岛和大
陈岛相邻，南与温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
连、玉环坎门“英雄基干民兵营”女子民
兵哨所形成东南沿海梯次哨所。

目前，哨所 7人年龄最大 25岁，最
小为 23岁。建哨之初，哨员都由当地
有梦想、有信念的应届高中毕业女青年
担任。建哨28年来，已有26批74名高
中毕业以上女青年上哨值勤，其中2人
被转为专武干部，15人参军入伍。

从 2003年开始，温岭市人武部将
哨所的服役年限由 3年改为 2年，哨所
民兵从大学生中招录，实行“先安置后
进哨”的政策，先后有48名大学生上哨
执勤。目前，哨所经过新老更替，哨员
全部由女大学生担任。

是什么让这些风华正茂的姑娘放
弃优越的生活条件，离开家人来到这里

“服役”呢？
“为圆一个绿色的梦！”今年 23岁

的哨员颜加佳告诉记者，她从小就向往
军营，大学毕业后就报名上哨了。穿上
橄榄绿，肩挎钢枪，成为雷公山哨所的
一员，这个姑娘觉得非常自豪。

哨所的工作生活实行准军事化管
理。近年来，哨所民兵凭着过硬的军事
技能和业务素质，先后在省军区组织的
7次军事比武大赛中获得考核总分前
三名和多个单项第一名的好成绩。

平日里她们狠下苦功，认真学习
《海上民兵侦察常识》，熟练掌握望远镜
和海防监控视频的操作使用，熟记空
中、海上目标识别技巧和各国机徽国
旗，能分辨出 100多种外籍舰船，练就
一双“火眼金睛”。

哨员林蕾说，“一眼明”和“一口清”
是必须熟练掌握的侦察技能。为了快
速准确判断海上坐标和方位，她们还经
常在恶劣气候条件下进行强化训练，有
时在高倍望远镜前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工作台上，整齐摆放着的考勤、值

班、海防观察登记簿，是哨员履行职责
的最好见证。值班日志上，多年来共记
录外来过往船只多达 10万余艘，发现
重大灾情 32起，获取各类信息 6000多
条，发现和参与扑救山火30多起。

石塘镇武装部部长陈金辉介绍：一
天深夜，狂风大作，哨员林漪朦在搜索
海面时，发现一艘正在下沉的渔船用灯
光发出紧急求救信号，便立即向有关部
门报告。几分钟后，中国渔政船迅速出
航，渔民全部获救；一年夏天，台风席卷
石塘湾，哨员在值勤时发现有艘遇险的
外籍船只在漂流，由于报告及时，船上
30多人全部脱险。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她们还充
分发挥优势，自编自演文艺节目，经常
上城区、下海岛、进渔村为驻地群众和
部队官兵演出。

雷公山女子民兵哨所建哨20多年
来，尽管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扎根
哨所心不悔，乐为海防献青春”的好传
统却代代相传。

上图：女民兵在巡逻途中。
宋芳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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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湖南省常
德市火车站，少先队
员为退役士兵献花。

焦盛洋摄

本报讯 焦盛洋、郭欣报道：“今
天，你们脱下军装荣归故里，家乡人民
依然像当年欢送你们入伍那样欢迎你
们。”9月5日，湖南省常德市委、市政府、
常德军分区联合启动2019年“欢迎退役
士兵回家”活动，在欢迎仪式上常德市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李忠这样说道。

当天9时许，在常德市火车站，“你卫
国戍边 我接你回家”“一日从军 一生
光荣”的标语在户外电子屏上滚动播放，
常德市军地领导走上站台欢迎家乡子弟
兵的归来。25名退役士兵刚踏上家乡的
土地，就感受到来自“娘家人”的温暖：少
先队员敬礼、献花；市领导为他们送上政

策“大礼包”；站外设立政策咨询台……
这是常德市欢迎退役士兵“五个到

家”系列活动第一步。常德军分区领导
介绍，系列活动还包括以下4项：欢迎老
兵回家，市政府召开“欢迎退役士兵回
家”座谈会，优秀退役士兵代表现身说法
传授就业创业经验；就业服务到家，依托
湘西北人才交流中心举办人才现场招聘
会；技能培训到家，依托国家职业技能培
训主渠道大平台组织职业技能培训；送
光荣牌到家，由市政府领导和区县市党
政负责同志为退役军人悬挂光荣牌，真
正让退役军人感受到社会尊崇。据悉，
系列活动将持续到今年12月份。

老兵返乡，军地领导来接站

本报讯 刘宗炎、肖力民报道：9月
6日上午，江西省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
出发地”纪念碑前，82名于都县首批入
伍的新兵铿锵有力的誓言响彻于都河
畔，红娃唢呐艺术团、老年秧歌队、挎着
果篮的老区乡亲齐聚一起，欢送新兵奔
赴军营。

9月上旬以来，江西省赣州市借助
驻地丰富的红色资源优势，采取聆听老
革命讲红色故事、到红色旧址开展“续写

红色家谱、争当红军传人”教育、接受革
命传统教育、组织军民联欢会等形式欢
送新兵入伍，鼓励新兵牢记家乡父老的
嘱托，发扬赣南革命老区优良传统，矢志
军营建功立业。在信丰县陈毅广场，“续
写红色家谱、争当红军传人”传统教育暨
欢送新兵活动中，陈继感动情地讲述妈
妈朱乙妹舍身救红军的故事；在定南县，
几位老兵动情讲述参军往事，让72名新
兵深受教育。

新兵入伍，家乡人民齐欢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