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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帕米尔高原已是寒气阵阵，
夕阳西下，雪域高原被映照得通红，一条
狭长的牦牛队在山谷中缓慢前行。

“这里地势平坦，今晚就在这里休
息吧。”走在最前面的新疆喀什地区塔
什库尔干县牧民护边员拉齐尼?巴亚克
扬了扬手中的赶牛鞭，向一旁的红其拉
甫边防连连长杨映伟征询意见。“你是
向导，听你的没错！”杨连长环顾四周后
应允道。

安顿下来后，拉齐尼小心翼翼的将
赶牛鞭贴身收好，这一幕被身旁的战士
看到了，好奇地询问起鞭子的来历。“这
根赶牛鞭为解放军指路的时间比我的年

龄还长呢，它是我爷爷传下来的。”拉齐
尼讲起这根鞭子的来历滔滔不绝。

那年，拉齐尼的爷爷凯力迪拜克得
知刚刚组建不久的红其拉甫边防连官兵
要到吾甫朗沟去巡逻时，第一时间找到
连队，“那里是‘死亡之谷’，气候恶劣、地
势险要，雪崩、泥石流随时有可能发生，
如果没有经验丰富的人当向导带路，实
在是寸步难行。”讲到这里，他又指了指
门外，“那里车开不进、马骑不动，但是可
以乘骑‘高原之舟’。”大家扭头一看，原
来这个塔吉克族老乡已经为他们准备好
了一群牦牛。辨识地标、勘探道路、查看
地形……从那以后，凯力迪拜克成为边
防连队的第一位“牦牛向导”。

1972年，凯力迪拜克随官兵巡逻时
第一次带上了儿子巴亚克。近百公里的
巡逻路，父子俩走了一个月后才回到家，
一进家门他们就发现，家里的20多只羊
全被狼吃掉了。看着空荡荡的羊圈，懊
恼、气愤与不解涌上巴亚克的心头。面
对儿子的埋怨，凯力迪拜克语重心长地
说：解放前国民党军队来到牧区抢牛羊，
他叔叔就是在反抗中被打死的，但是解
放后共产党送来了牛羊，每当雪灾发生
时，又是解放军送来粮食、柴火与草料，
这才保住了牧民的性命……听到这里，
巴亚克接过父亲的赶牛鞭紧紧握在手
里，那一刻，他的心里亮堂起来。

40多年来，巴亚克累计巡逻 700多
次，行程达 3万多公里。有一天他把儿
子拉齐尼叫到身边，拉着他的手说：“边
防官兵日夜守卫在边境线，牧民才得以
安居乐业。我给他们带路只是做了一名
护边员应该做的事。现在我走不动了，
你要接替我走下去。”巴亚克将赶牛鞭郑
重地交给拉齐尼。那一刻，拉齐尼紧握
赶牛鞭，暗下决心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护
边员。

每一次突发的险情都是历练，而一
次次的历练让拉齐尼更加成熟、稳重。
这次巡逻途中，正当巡逻队伍向一处山
坡行进时，军医罗辉乘骑的牦牛突然扭
头向陡坡下冲去，这时其余的牦牛也像
受惊似的，纷纷效仿着扭头奔跑，任凭大
家怎么拉拽手中的缰绳都无济于事。“危
险！”拉齐尼深知这种情况可能引发的后
果，他意识到要让所有的牦牛停下来，必
须首先让头牛停下来。抬脚、翻身、下牛
一气呵成，拉齐尼一个箭步冲到罗辉面
前抢过缰绳，拼命勒住牛头才让牦牛的
脚步慢慢停下来。这次化险为夷让大家
不由称赞拉齐尼反应敏捷、本领强，而拉
齐尼笑着摆手，这不过是他这些年巡逻
途中若干小插曲中的一个罢了。

天蒙蒙亮，拉齐尼穿上大衣后一手
正了正写有“护边员”的胸标，一手抽出
赶牛鞭。一声鞭响，划破清晨的宁静。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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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提职交流到人武部，不少战友
都鼓励我说，到新岗位后继续保持那一
股子拼搏进取的劲头，准能干出一番名
堂来。在海军部队时，从分队到机关，
我是 8年 5个岗，岗岗叫得响。正因如
此，我获评全军基层文化建设先进个
人、海军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政治四
会教练员。想到这些，我满怀信心地去
锦州军分区报到。

然而，刚到位我就出了“情况”。部
里让我负责组织预定新兵役前训练，为
了踢好头三脚，我给体能训练加了一点
点强度，没想到，训练中一个“准新兵”

受伤，险些出事。这件事，就像一记重
拳把我击醒。我猛然发现，武装工作并
非想象的那么简单，新环境、新岗位、新
职责，与军兵种部队相比有着很大差
别，我必须将过去归零，从头学起。

没多久，人武部党委决定让我牵头
筹划、组建民兵海上综合执法分队。可
我绞尽脑汁、折腾了两三天，也没找到
专业对口的编组单位或人员。军分区
负责训练的刘晓春参谋提醒我说，不妨
去市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去看看。登门
一了解，这里就有海上执法分队。接下
来，在刘参谋的帮助下，采集数据、录入

信息、甄别人选……一套流程有序铺
开，我也趁机拜刘参谋为师，学习研究
新质民兵分队整组工作的思路和方
法。在他的帮带下，民兵海上综合执法
分队的训练，很快有模有样地展开了。

受这件事的启发，我发现“补课”最
佳捷径就是拜师。有一次，我在核查基
干民兵党员身份时，发现一味地靠电话
询问，工作量大不说，还不准确，有没有
更科学合理的方法呢？想到这儿，我决
定去市委组织部拜师，经组织部一位科
长的指点，我掌握了辽宁省党员信息核
查系统的使用方法，不到两个小时，就
完成了900多名民兵党员身份的核查情
况，要知道这在过去至少要十天半月才
能做完。

紧接着，上级给我们凌海市人武部
下达了组建多个专业、多种力量的海上
民兵分队任务，部领导让我负责。这几
种海上民兵专业训练，都是我从来没接
触过的全新课题，在课题攻关中，我一
下拜了 3名老师，有部里主抓训练的老
参谋、有从海军退役的老兵，还有院校

的海洋专家，从列计划、拉名单、跑场
地、筹物资，一直到民兵海上实装操作
训练，短短两个月，海上的民兵分队全
部组建完成并投入训练。

拜师让我受益匪浅，还体现在征兵
工作中。按说，新兵家访，对于政治干
部出身的我来说是轻车熟路。可第一
次家访时，既没摸清应征青年参军的真
实意愿，也没发现任何违反廉洁征兵政
策的苗头。当天晚上，我敲开部里老政
工科长的房门，向他拜师求教。他告诉
我，家访不能把家长和新兵集中起来
访，要单独谈，家长和孩子要分开聊，不
能让家长替孩子答。否则，听到的也是
提前“彩排”的话……一番经验之谈让
我茅塞顿开，第二天我和他编为一组，
再次家访时，结果挖掘出一大堆情况。

一晃就是一年，仔细数起来，这一
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拜了 9位“导
师”，是“导师”帮助我这个门外汉尽
快地进入了情况，我也有信心在更多
的“导师”帮带下，在人武系统干出新
的成绩。

“导师”助力，门外汉变内行人

讲述人：周 密
2018年8月，从大连旅顺海军装备保障技术训练大队学兵队教导员岗位

交流到辽宁省凌海市人武部任副部长。
整理人：肖越强、本报特约记者姜玉坤

本报讯 白瑛、田兵报道：近日，火
箭军驻云南某部即将退伍的老兵没想
到，他们人还在军营，返乡车票还没有
买，一大波好岗位就虚位以待，不少老兵
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就业问题，家属也找
到了称心的工作。

9月 6日，笔者从昆明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了解到，为留住优秀退役军人助
力地方经济发展。他们从8月初开始就
联合驻军部队开展“送政策、送岗位”进
军营活动，请来地方人事专员，对即将
退伍的老兵进行就业指导，讲解应聘技
巧，提升老兵就业竞争力；请来法律工
作者，以举案说法的方式，介绍用人单
位在招聘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

依法维权常识。退役军人事务局同时
联合企业根据部队的推荐信，按老兵专
业特长，为其选择推送专业对口的就业
岗位。

“在云南服役多年，我早将这里当作
‘第二故乡’。本以为退伍后会离开，心
里还有些不舍，没想到我和家属都顺利
在这里解决了工作问题，不走了，我们都
要扎根在这里。”一名已在云南服役8年
的退伍老兵欣喜地说。据悉，截至目前，
退役军人事务局已联合驻军部队、百家
企业为500余名退役军人和随军家属提
供了就业岗位。同时，准备了2500多个
岗位，涉及企业管理、销售、党工团、文秘
等多种职业。

云南省昆明市军地联动送岗位进军营

3000岗位留住优秀退伍兵

本报讯 李应成报道：“我觉得彭
老师讲的战斗故事精彩！”“我更喜欢胡
部长讲新兵的故事！”9月上旬，正在进
行军训的青海省天峻县民族中学学生
们回味近期一连串国防教育讲座，各自
为自己喜欢的校外辅导员“拉票”。

天峻县人武部在开展中小学生
军训工作中，注重融入军歌、军事电影
等元素，让国防教育动起来、活起来、实
起来，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国防教育
内容，在寓教于乐中把爱国种子播撒学
生心田。

人武部邀请当地退伍老兵和现
役官兵担任校外辅导员，走进新生军
训场进行专题辅导，积极营造“爱国
防、爱家乡”的浓厚氛围。原天峻县副
县长、复转军人彭措为学生讲述当兵
时精彩的战斗故事；县人武部部长胡
志强为学生做“我军光荣传统和我国
周边形势”的专题讲座；军训教官李
涛为学生介绍火热的军营生活，吸引
不少学生向他询问参军政策。课后
开展的小评比、小竞赛、小比武活动，
更是激发了学生军训热情。

民族中学高一新生班玛切吉卓玛
说：“虽然军训很累，但有了校外辅导
员走进课堂给我讲那么多生动的故
事，让我觉得非常振奋。如今走在校
园里，听军歌、听军事讲座、看军事电
影，国防元素无处不在，这次的军训真
酷！”通过这次军训活动，学生们不仅
收获国防知识，增强国防意识，还进一
步激发了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像
班玛切吉卓玛一样，很多新生都表示一
定会倍加珍惜当下，立志读书成才、报
效祖国。

青海省天峻县校外辅导员走进新生军训场

把爱国种子播撒学生心田

9月10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首批新兵起运仪式在哈尔滨西站站前广场举行，第一批400余名新兵带着父母亲人的殷切嘱托，胸戴红花，满怀激情地踏上了奔赴
军营的征程，开始崭新的军旅生涯。 吕衍海摄

本报讯 肖卫君、王艳妮报道：“我
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展厅讲述的是贺龙
元帅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大家眼前
的这两把菜刀就是贺龙元帅当年使用
的……”刚开学，湖南省桑植县廖汉生
红军学校的学生就来到贺龙纪念馆参
加红色教育体验课。这是该县开发红
色资源做好国防教育的一个缩影。

桑植地处湘西北的红色沃土，是湘
鄂边、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重

要组成部分。作为革命老区，如何传递
好红色火种，让革命传统代代相传？

该县整合辖区红色资源，紧贴国防
教育的大众化、社会化特点，建立“革命
遗址+烈士陵园+军营”模式，组建了

“四支队伍”——贺龙纪念馆民兵讲解
员分队、小小讲解员分队、“红色故事”
老红军分队和红色历史社团分队，分赴
学校、单位、乡村、企业宣讲。

针对中小学生，他们每年组织开展

一个红色革命故事会、一次“光辉的旗
帜”演讲比赛、参观一次革命遗址等活
动，努力打造红色国防教育品牌，提升
国防教育内涵，增强青少年爱国热情、
报国之志。

如今，走在桑植街头，耳听红歌合
唱，浏览红色故事展板，搭乘红色旅游
专线，学生、民众、游客多方面多角度体
验红色文化，让国防教育真正抵达灵魂
深处。

湖南省桑植县开发红色资源助力国防教育

让红色火种遍地生根开花 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
强化地质灾害监测

本报讯 王国辉、钱梅清报道：近
日，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人武部组织
民兵，加强汛期地质灾害隐患点监察，
建立县、乡、村、组地质灾害群测群防
网络体系，将 15个严重隐患点在内的
86个汛期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避灾责
任落实到民兵连排及责任人，将防灾
避险明白卡发放至群众手中，落实民
兵监测人员，明确预警信号、撤离路线
和安置地点，确保发现灾情果断搬迁
避让。

甘肃省迭部县人武部
外援助力民兵轮训

本报讯 郭富报道：近日，甘肃省
迭部县人武部组织基干民兵开展基地
化集中轮训。为提高轮训质量、增强训
练针对性，他们联系当地森林消防大队
安排 10名专业人员实施帮训。集训围
绕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基础理论、组织
指挥、装备操作、安全防范及自救互救
等内容，帮训力量携带专用装备器材，
着重对扑火常识要点、装备操作技巧进
行讲授，借助装备实操、现地实练、评比
竞赛等，促进民兵分队灭火救灾应急能
力提升。

9月初，江西省抚州市和临川区两级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工作人员、义
工、志愿者、村镇干部和老兵代表，奔赴各火车站、汽车站，开辟出站专用通
道，设立临时服务台，开展迎接退役军人返乡活动。

揭宾耀摄

百姓与国防百姓与国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