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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兵工作进行时征兵工作进行时

根据年度出版计划，《中
国国防报》中秋节放假期间（9
月 13日-15日）休刊，9月 16
日正常出版。

预祝广大读者中秋快乐，
阖家幸福！

休 刊 启 事休 刊 启 事

9月4日，云南省宣威市
征兵便民服务中心迎来了首
批退伍返乡老兵。图为人武
部工作人员为老兵认真办理
预备役登记手续。为服务好
每一位退役军人，他们还专
门建群，方便退役军人随时
咨询，并实时提供就业、培训
信息，让退役士兵感受到温
暖和光荣。

张露仙摄

9月 6日，河南省郑州市征兵办对
中牟县确定入伍的 240名新兵抽样复
检，合格率 100%。今年征兵，恰逢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红色基
因，担当强军重任”两个主题教育进
行时，军地双方把征兵工作全程作为
教育实践课堂，探索开展守初心、铸
民心、砺忠心活动，在全县引起积极
反响。

守初心，征兵过程也是
廉政教育课堂——

堵住针大的眼儿
才能顶住斗大的风

“真没想到，没有关系，我儿子一
样榜上有名！”9月 3日，中牟县人武
部公示栏前，看到刚贴出的新兵名
单，一位身着白T恤的男子有些激动。

该男子名叫曹清龙，儿子是一名
在校大学生，年初报名应征。定兵会
前，听说竞争激烈，没有关系的他急
得团团转。没想到的是，他的儿子因
为学历高顺利过关。

今年参军很火爆。全县网上报名
人数超 1200人，是征集任务数的近 6
倍。有竞争就避免不了有想加塞讨巧
的。县领导要求，把征兵工作当作守
初心的实践课堂、廉洁形象的宣传课
堂，扎紧思想的“篱笆墙”，拧紧制度
的 “ 铁 阀 门 ”， 立 起 奖 惩 的 “ 硬 标
尺”，杜绝一切“微腐败”。

他们把廉洁征兵列入党风廉政建

设的巡回督导，开展明察暗访，并通
过公开征兵政策、条件标准等全程晾
晒征兵工作，一个月时间受理群众反
映问题 23件，件件有回音，把违纪违
法问题制止于微发未发阶段，把矛盾
化解于萌芽状态。

聚民心，征兵服务就是
践行宗旨的实践课堂——

捧出一颗热心
就能赢得万千群众

8月 27日，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
找到县征兵办公室，要找一名戴着党
徽的恩人。

老人 70岁出头儿，体弱多病，生
活拮据，儿子长年在外务工。自从他
的孙子年初报名应征后，到家里探访
慰问的人明显增多。原来，是工作人
员在征兵走访时了解到老人家的窘
境，便将其列为重点帮扶对象，多次
上门送米送面，还和镇里一起研究制

订了扶贫计划。
老人视力和记忆力都不太好，只

记得每一个人都戴着党徽，如今孙子
快要当兵走了，他要来谢谢恩人。

“这样的故事太普遍了。”县人武
部政委李长松告诉记者，军地把征兵
服务作为主题教育的实践课堂，发动
263名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深入征兵工作
第一线，躬身问民意，埋头解难题，
先后上门走访群众 5000余人次，发放
征兵明白卡、政策解读手册 4000余
份，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难题 83
件，受到群众好评。

砺忠心，兵役教育就是
国防意识的深化课堂——

征集一名新兵
播撒无数爱军种子

今年征兵时节，恰逢全党“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展开，县
里在筹划主题教育时，把入伍新兵和

家长作为教育的重要对象，开展讲红
色故事、唱革命歌曲、放党史军史影
片等系列革命传统教育活动。

县征兵办公室专门邀请市国防教
育暨征兵演讲团在全县进行 4场巡回
演讲，直接受众达 1万余人，韩家
柠、张琳等退役复学大学生，用自己
的成长经历给青年学子以极大的思想
鼓舞和启迪。他们还请战斗英雄、拥
军模范走上新兵役前训练场，和准新
兵一起探讨家国与边关、战争与和
平、奉献与收获、磨砺与成才等话
题，众多“准新兵”的参军意志和动
机，实现了从“激情型”向“坚定
型”的转变。

受教育的不仅仅是役前新兵和家
长，还有广大群众，征兵热掀起了
拥军爱国的热潮。送兵时节，村村
镇镇为入伍新兵披红戴花，敲锣打
鼓送行；350名党员干部与军人家庭
结对互助；10余家企业发出拥军声
明，为军人军属办实事 30余件；3起
难以解决的军属涉法案件，得到妥
善解决……

河南省中牟县开展征兵“三心”活动

征兵，更是“征心”
■王彥宾 本报记者 焦景宏

近日，江西省宜黄县黄陂镇中田
村一位“准新兵”火了。他沉着冷静科
学施救，10分钟将邻村溺水少年救起。

8月28日15时40分许，宜黄县黄
陂镇中田村三组青年阮健鹏忽然听到
不远处传来急切的呼救声，声音源自
村大坝方向。“不好，可能是有人落
水！”阮健鹏循声飞奔至坝堤。

事发水域环境复杂。可救人要
紧，阮健鹏没有多想，一个猛子扎进水
里，在水下搜寻了约莫3分钟，来回换
了好几次气，终于发现落水者。

呼救声也惊动了其他村民，当大
家纷纷赶来时，溺水少年已经被阮健
鹏拖上了岸。

其时，溺水少年脸色煞白，肚子鼓
胀，手脚毫无知觉，情况危急。

还是阮健鹏，一边让人拨打 120

急救电话，一边请大家挪出一片空地，
自己就地展开应急救护。拍打、侧仰
卧位、抠除溺水少年口中异物、人工呼
吸、心肺复苏……大约5分钟后，溺水
少年嘴里吐出了一口水，开始有了知
觉。“活了！活了！”群众欢呼鼓掌。

当日16时，溺水少年被送往县人
民医院救治，目前情况稳定，在家静养。

阮健鹏今年20岁，是一名大学毕
业生，也是即将奔赴军营的预定新
兵。“当时也没多想，一个念头，就是赶
紧救人。”阮健鹏说，从水中把人捞出
来后，自己按照之前役前训练时所学
的应急救护技能，一步一步施救。

将人救醒后，阮健鹏就悄悄回家去
了。据了解，落水少年是一名14岁的
中学生。次日，落水少年的父母提着礼
品和红包上门致谢，被阮健鹏婉拒。

准新兵智救溺水少年
■罗国昌 章英全

9月 7日中午，四川省中江县通山
乡北华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通山乡退
役军人服务站站长吴丹不停地拿出手
机看时间。今天，他约了刚刚返乡的退
役士兵唐秦辉谈事，可约定的时间都过
去一个多小时了，也没见唐秦辉身影！

“才脱军装就没时间概念了？不
会吧！”就在吴丹准备拨打电话问个究
竟时，远远的，一个身影骑着电瓶车疾
驰而来。是唐秦辉，只是浑身湿漉漉
的。“对不起，对不起，路上遇到点事，耽
误了！”见到吴丹，唐秦辉不住地道歉。
细问才知，唐秦辉刚才“顺路”在前进村
发电站堰口救了一名落水儿童。

9月2日，唐秦辉退役返乡回到了
老家通山乡黄谷村，在报到落户后，与
乡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吴丹约好，7
日 10点半到北华社区退役军人服务
站谈就业规划问题。

当天一早，唐秦辉骑着电瓶车赴
约。经过前进村发电站堰口时，突然
听到一名中年妇女在喊救人。停车一
看，河里有个孩子的身影。情急之中，
唐秦辉冲了过去，没来得及脱衣服就
跳进水里，快速向落水者游去。此时，
孩子已沉到水底，唐秦辉数次潜入水
中，终于抓住了落水者并将之拉出水
面、拖到岸边。随后，唐秦辉利用在部
队学到的急救知识，给儿童做心肺复
苏，帮他吐出不少水。待落水儿童慢慢
苏醒后，唐秦辉又协助惊慌失措的家长
将孩子送到乡卫生院诊治，办完手续
后，唐秦辉才想起乡干部还在等他。

事后得知，孩子名叫林博。由于
唐秦辉的及时救助，并无大恙。唐秦
辉当兵五年，8月中旬，刚刚随部队在
山东省邹平市长山镇参加了第9号台
风“利奇马”抗洪抢险救援任务。

退伍兵勇救落水儿童
■陈 潇 舒羽泉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庭
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紧密相连，我们在马里维和时，对此有
切身体会……”9月 6日，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113中学多功能厅，退役军人、首批
赴马里维和警卫分队队员刘晓辉、卢志
新等人，所作的“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演
讲吸引了众多师生的目光。不到两小
时的国防教育课，多功能厅一直被挤得
满满当当，学生们或凝神观看战场资料
照片、或眼含热泪聆听官兵动人故事，
全身心投入课堂情境之中。

用150余场报告会和百余个维和战
场故事点亮学校国防教育课堂，这是
刘晓辉、卢志新等老兵退役一年多的
新“战绩”。在部队争当谋打赢的奋斗
者，回家乡志愿做爱国崇军文化的

“播种人”，则是包括刘晓辉在内的哈
尔滨市优秀退役军人群体的选择。如

今，他们已成为哈尔滨市“国防讲师
团”的重要组成部分，活跃大街小
巷，助力“崇尚英雄、追求正义”的
哈尔滨风尚在城市蔚然成风。

传播英雄故事的讲师本来就是英
雄。2013年，刘晓辉、卢志新等人随所
在部队赴马里执行维和任务。在马里
的12个月里，他们300余次挺进沙漠腹
地 ，圆 满完成各项任务 ，光荣 立功 。
2017年底，在国防和军队调整改革中，
刘晓辉、卢志新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部
队，自主择业回到哈尔滨。听说英雄返
乡，不时有学校请他们去讲维和故事。
于是，在征得原部队及哈尔滨市相关部
门同意和批准后，刘晓辉、卢志新、曹
文、黄若水、张笑天等8名维和战友和一
批志同道合的退役军人共同成立“军仁
国防”社团，整合资源优势，义务为中小
学校和高校青少年上国防教育课。

虽说是义务授课，教员和时机安
排却颇具匠心。

征兵期间，退役军人曹文的课程安
排得最多。在部队期间，他凭着过硬的
军事技能，获评特等狙击手、特战精兵，
参加过全军特种兵比武，先后荣立二等
功2次、三等功4次。授课时，曹文讲述
的精武故事、晒出的军功章，鼓励了一
大批大中学生树立携笔从戎志。

非专业人士授课，课堂效果如
何？记者专门聆听了卢志新的一堂课。

“这是马里孩子的台球案，是他们
自己用泥堆的”“这是你们的同龄人，
因为战争，他失去了父母和家”……
在哈尔滨育红小学，卢志新将一张张
自己在参加维和任务间隙拍摄的照片
用投影仪呈现在学生面前，原来叽叽
喳喳的教案安静了。“这是维和官兵在
巡逻”“这是我们给当地布隆谷第小学

学生赠送的文具”“当地孩子追着喷涂
中国国旗图案的车辆欢呼”“维和官兵
荣获和平荣誉勋章”……卢志新讲述
的每一个故事都不长，但都“有照为
证”，从学生的眼神和表情中看得出，
他们受到强烈的震撼。“生活在中国太
幸福了！”“解放军真帅真伟大！”……
学生发出由衷地感慨。校长张雪晶
说：“教育贵在也难在走心，走心的基
础是真实贴近，卢老师的课看图片摆
事实、讲的都是亲身经历，老师学生
都喜欢！”

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以来，刘
晓辉等退役军人已义务为哈尔滨市中
小学校上国防教育课240余场次，为政
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做报告 30余场，
总共受教育学生及社会团体 30万余人
次，成为哈尔滨市普及全民国防教育
的一支生力军。

从战场到校园，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群老兵不一般—

维和故事点亮国防教育课堂
■卢建刚 王庆堂 本报特约记者 陈立涛

本报讯 缪稳、记者唐亚平报道：9月10
日，云南省军区在有着 113年光荣历史的云
南陆军讲武堂举行2019年度新兵欢送仪式，
新兵披红戴花，自信满满地迎接即将开始的
军旅生涯。欢送队伍中身着佤族服装的群
众格外引人注目，据了解，今年位于祖国西
南边陲的西盟佤族自治县捷报频传，体检、
政审双合格人数超过年度任务量的200%，大
学生入伍比例达92.3%，其中2名佤族女大学
生入伍更是刷新了该县近30年来的纪录。

一个仅有9.62万人口的边陲小县，缘何
适龄青年参军热情如此之高？带着疑问，记
者走访了该县岳宋、翁嘎科等多个乡镇和村
寨，朴实的佤族群众直言快语：“党让我们脱
了贫，过上了好日子，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报
党恩！”

原来，今年7月，该县脱贫攻坚工作刚刚
迎接完“国考”，各项指标均达到优秀，成为边
陲少数民族自治县率先实现脱贫的先行者，其
做法被国务院扶贫办转发。

在勐卡镇永邦村一组，一位名叫岩青的
中年男子主动过来和记者拉起家常。据岩青
介绍，他和父亲黄文美都是退役军人，儿子尼
进考上大学后，主动提出要去部队锻炼，得知
消息后，全家人都很支持。“我们一家三代都
是军人！”岩青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岩青告诉记者，西盟县地势陡峭，交通不
便，过去自家经济条件很差，国家脱贫攻坚战
的号令打响后，家里和其他乡亲的生活是一
年一个样。短短 3年，政府不仅给村民新盖
了房子，寨子道路两旁装上了太阳能路灯，家
家通了水泥路，还通过补贴的方式给全寨乡
亲置办了电视机、沙发等家居用品……

“我今年 81岁了，没想到我们边陲小城
能发展得这么好，参军报国的积极性这么
高！”在新兵欢送仪式中，一位白发老人激动
得热泪盈眶。老人姓薛，一生扎根边疆支
教，见证了西盟佤族发展变化的过程。

“感恩祖国！强军有我！我爱西盟！”欢
送仪式上，26名佤族新兵的口号响彻云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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