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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兵工作进行时征兵工作进行时

国防论苑国防论苑

连日来，辽宁省锦州市举办的“我
们不会忘记”共和国老兵肖像展，成为锦
城大街小巷、微信朋友圈的重磅新闻。
一群群慕名而来的社会各界群众，穿梭
在70位佩戴勋章、奖章、纪念章的共和
国老兵肖像前，有的轻声地朗读着老兵
的事迹，有的默默地用手机拍录着……

“读懂了英雄，就读懂了什么是家
国情怀，什么是信仰信念。”该市市委书
记王德佳在带领党政机关干部参观作
品展时说。锦州是辽沈战役的主战场，
被称为“新中国第一缕曙光升起的地
方”。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先烈为了民
族事业浴血奋战，舍生忘死，用生命和
热血换来了今天的和平与安宁，越是生

逢盛世就越要记住他们，传承好红色基
因。为此，该市决定在热烈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之际，举办共和
国老兵肖像摄影作品展。

9月 28日，记者在锦州新闻传媒
产业有限公司数千平方米的展厅看
到，整齐悬挂的共和国老兵肖像，感召
着每名参观者，其中排在前十位的巨
幅肖像，是曾经获得抗战胜利 70周年
纪念章的老兵。据了解，这 70位老兵
有的参加过抗日战争，有的参加过解
放战争，有的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年
龄最大的100岁，最小的82岁。

在参观人群中，该市领导介绍说，
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都把参观

老兵肖像展，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规定动作。

记者走进展厅一侧的会客厅，看到
一位胸前挂满奖章的老兵，正在用缓慢
的语速讲述他为抢救一名受重伤的营长
而失去右臂的故事，深深地感染着在场
的群众。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名
老前辈叫蒋文，今年 100岁，1947年入
伍，参加过辽沈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爷
爷我想和您合个影。”正在这时，一个小
女孩把大家从战火纷飞的思绪中拉了回
来。只见，这名老兵缓慢地站起来，牵着
小女孩的手面对着国旗，敬了一个标准
的军礼。那一刻，大家也随着这名老兵
默默地向国旗行注目礼……

“每一张照片，每一帧影像都是一
个感人的故事；每一张面孔、每个记忆
都是一段难忘的历史。”筹办此次展览
的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
从全市挑选出23名摄影师、摄像师，历
时两个月行程千余公里，深入锦州城乡
寻访共和国老兵，用图片、影像、文字记
录锦州 70位老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又用全媒体进行了全程报道，引起社会
各界广泛关注。

据悉，此项活动开展以来，吸引万
余名观众，网上点击量十余万人次。

上图：驻军官兵参观老兵肖像摄影
展的情景。 付 强摄

共和国老兵，我们不会忘记
70位共和国老兵肖像摄影作品展轰动锦城，参观群众万余人次，网上点击量十万余次

■肖越强 本报特约记者 姜玉坤

国旗招展、军旗猎猎，那一抹抹鲜
红映红了天安门，映红了神州大地；铁
流滚滚、铁骑铿锵，那一阵阵轰鸣沸腾
了阅兵场，沸腾了国人心房。和着强劲
旋律，走近气贯长虹、震撼人心的阅兵
盛典，不只是要感受那令人激情澎湃、
荡气回肠的盛大场面，关键是要从中汲
取力量，深切感受人民军队从小到大、
由大向强的成长历程，细数那一圈圈刻
进历史的年轮和辉煌，进一步把国防观
念和民族自信深植到血脉灵魂深处。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许多国家和民
族都有感天动地、彪炳史册的重大事
件。所以，在国庆日、独立日或建军节
举行阅兵，也是各国的通行做法。如每
年5月9日，在卫国战争胜利日，俄罗斯
都要在红场举行阅兵，并向烈士墓敬献
花圈；每年6月6日，盟军诺曼底登陆成
功之日以及国庆日，法国也会举行盛大
的阅兵活动……而我国，自 1949年 10
月1日起，至今已经进行了15次国庆阅
兵。可以说，无论古今中外，在国庆这
个特殊的日子里举行阅兵，其中一个重
大而深远的战略考量，就是唤醒全民的
历史记忆，强化大家的忧患意识和国防
观念，增强对民族、对国家、对军队的高
度认同，进而提高全民族的凝聚力、自
豪感和责任心。

就此而言，在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周年的重大历史时刻，举
行盛大的阅兵庆典活动，既是对军队光
辉历程的全面回顾、对国防和军队建设
发展成就的全面展示、全面检阅，也是
一次精彩纷呈、意蕴深远、直击心灵的
国防教育。那种庄严肃穆、恢宏壮丽的
阅兵场景，不仅是普通群众，即使见惯
了国庆阅兵、沙场点兵的革命军人，面
对整齐划一的铁流方阵，面对傲然于天
地、决胜于千里的大国重器，面对把“70”
绘制在万里长空的机群，又有谁不为之
震撼、为之欢呼、为之骄傲？这种感觉如
惊涛拍岸、似鼙鼓催征，每个人的心中的
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也油然而生。这种
大国防教育，带来的是一种深入灵魂、融
入血脉的触动，是一种生于忧患、死于安
乐的警醒，是一种发自肺腑、情深意切的
认同。

由此可见，如何以国庆阅兵为契机
深化全民国防教育，是摆在各级面前的
重大现实课题，既要引导大家静下心来
认真阅读和品味，深刻感悟人民军队从

血火岁月走来、向复兴时代迈进的昂扬
姿态，深刻感悟强大国防的筚路蓝缕、
来之不易，深刻感悟全民国防的重大责
任、神圣使命；还要激励大家认清“国无
防不立，民无防不安”的历史训诫，提高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
是全民国防”的思想认知，强化“国家安
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的国防观念，
强固“关注国防，就是关心自己的家园”
的思想共识，坚持不懈、持之以恒而不
是时冷时热地关注国防，真心实意、满
腔热情而不是浮于表面地热爱国防，积
极主动、全力以赴而不是消极被动地为
国防事业作贡献，在全社会凝聚起实现
中国梦强军梦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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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郭宏、郭来燕报道：9月
底，一架满载新兵的西藏航空公司包
机，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飞往昌都邦
达机场的航班顺利降落。这标志着西
藏军区2019年进藏新兵陆空一体运输
任务圆满完成。

为全力做好今年进藏新兵中转保
障工作，该军区成都中转保障站提前
与机场、铁路、公路、军代处等相关部
门联系，针对新兵集结、中转的不同情
况，进行科学筹划，成立了驻训管理、
医务保健、车站转运等 6个工作保障
组，为新兵的食宿、医疗卫生、学习娱
乐等提供周到服务，让新兵切实感受
到军营大家庭的温暖。

来自黑龙江、浙江、上海等地的数
千名新兵，在该中转保障站经过短暂
休整和适应性训练后，分别搭乘民航
包机抵达昌都邦达、拉萨贡嘎、日喀则
和平等机场，奔赴西藏各边防部队，履
行卫国戍边的神圣使命。笔者了解
到，这批新兵中还有一些二次入伍的
老兵。“两年前我在美丽的新疆服役，
脱下军装回到家乡之后，总是忘不了
部队的生活。今天，我又重新穿上军
装来到西藏边防，我要像格桑花一样
绽放在雪域高原。”新兵克木他说。

这天凌晨 3时，400余名新兵从转
运站搭乘运输车抵达成都双流国际机
场。朱嘉昕是来自黑龙江外国语学院

的女大学生，从祖国的最北端奔赴祖
国西陲，她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之情，
拉起战友的手跳起了欢快舞蹈。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
割……”伴随一首首熟悉的歌曲，经
过 90分钟的飞行，最后一批进藏新兵
顺利抵达海拔高、自然环境恶劣的昌都
邦达机场，部队官兵以多种方式迎接他
们正式步入军营。

据 悉 ，这 也 是 该 中 转 保 障 站 自
1987年以来连续第33年组织陆空一体
新兵进藏运输任务。

上图：手持国旗的新兵在飞机上
高唱《我和我的祖国》。 郭来燕摄

西藏军区成都中转保障站

陆空一体，圆满完成进藏新兵运输任务

“多亏了党的扶贫政策好啊，我们
农民的日子真是越来越好了！”国庆节
前夕，江西省九江军分区扶贫工作小组
到定点帮扶村——武宁县清江乡龙石
村研究论证新一轮帮扶措施，村党支部
书记邓福生激动地握着九江军分区领
导的手说。

2015年 12月，龙石村被确定为该
军分区的定点帮扶村。他们在帮扶过
程中发现造成这个村贫困的原因，表
面看是受地域条件限制，农作物品种
单一且产量低，但深层次原因是党支
部组织功能薄弱，一些党员干部责任
心不强、思路不开阔、创新能力偏弱。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他们
决定把帮带村党支部作为扶贫攻坚的
突破口，采取理论同学、党课同上、组织
生活同过等方式，帮助全村党员提高理
论素养开阔思路，安排机关副团职以上
干部轮流进村蹲点，对村党支部成员进
行手把手帮带；在村“两委”班子换届之
际，积极推荐素质过硬的优秀民兵干部
和退伍军人，进村“两委”班子，从源头
上优化队伍结构。

为在实践中锤炼村党支部工作能
力，该军分区扶贫工作小组带领村党支
部成员一起研究制定了以种植、养殖为

主的总体产业脱贫思路，通过土地流转，
成立产业扶贫基地，坚持“短期增收”与

“长期致富”相结合，发展有机蔬菜种植、
吊瓜种植、蜜蜂养殖等短、平、快产业，同
时推进猕猴桃种植、油茶种植和光伏发
电等长期产业，探索出长、中、短有效结
合的多元化模式，先后引进红叶石楠、猕
猴桃、白沙枇杷、高山红辣椒等品种。在
此基础上，他们结合新农村建设标准，同
全村党员一起制订美丽乡村方案，对全
村进行绿化，改水改厕，修建污水排水
沟、兴建集中供水系统；完善校园基础设
施和教学条件及修缮困难群众危房等。

为使扶贫帮困工作更好地由输血
功能向造血功能转换，确保在关键之年
一户不落奔小康，他们采取“党建+公
司+贫困户”扶贫新模式，引导全村党员
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通过与本地企
业合作、引进义乌小商品生产车间、成立
农村产业合作社、借助电商平台进行销
售等多种方式，夯实村产业基础，促进村
民增收。

如今，村民钱袋子鼓了、精神状态
好了，而且村容村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晴天出门一身土，雨天出门两脚
泥”已成为历史。对此，乡亲们高兴地
说：“这才是俺心中的模样。”

江西省九江军分区定点帮扶村旧貌换新颜

“这才是俺心中的模样”
■瞿新国 本报特约记者 郭维虎

本报讯 王中立、王茂生报道：近
日，陕西省礼泉县人武部组织新兵回
访组奔波数千公里，为全县 193名刚
刚走进军营的新兵带去家乡人民的深
情问候和亲人的祝福。

为让刚入伍新兵顺利度过适应
期，确保安心服役，让家人放心，该人
武部组织干部、文职人员，奔赴新疆、
黑龙江、辽宁等地，对 2019年入伍的
新兵进行回访，不失时机地引导大家
尽快完成从一名地方青年向一名合格
军人的转变。

“部队生活还习惯吗？身体有没
有不舒服的地方？家里还有什么事需
要我们协调吗？”回访组每到一处都给
每名新兵送上一封家书和人武部的慰
问信。然后，他们通过问卷调查、同新
兵班长骨干座谈、与新兵拉家常等形
式，全方位了解每名新兵在部队的现
实思想反映，并有针对性地做好工
作。对不太适应部队生活的新兵，采
取个别谈心的方式进行耐心开导；对
特别想家的新兵，引导其积极调整心
态，及早融入部队生活。对回访中部
队和新兵所反映的问题，他们积极做
好处理反馈和协调工作，当好新兵、部
队及家长的沟通平台。

在此基础上，他们把每名新兵在
部队的日常表现录成短视频带给新
兵的父母。从礼泉县赵镇入伍的大
学生卢充文在视频中高兴地说：“爸
爸妈妈请放心，我在部队挺好的，我
一定会好好表现，决不辜负你们的期
望……”

陕西省礼泉县人武
部回访部队勉励新兵

安心服役
建功军营

本报讯 韩志勇报道：9月下旬，
河北省景县民兵训练基地，一派生龙
活虎的景象：全县 50余名民兵教练员
在此加钢淬火。与以往不同的是，这
次培训不再是以老带新，而是邀请专
业人员前来传经送宝。

“民兵教练员是民兵训练的一线组
织者，其水平高低直接决定民兵整体训
练水平。”县人武部领导介绍，以往由
于缺乏专业力量指点，导致教练员队
伍施训组训水平长期在低层次徘徊。

为此，今年他们采取引进来的方式，邀
请具备省级教练中级资格证的教练员
担任授课教员。

在热火朝天的培训现场，一些参训
的民兵教练员深有感触地说：“虽然这次
培训较以往严格多了，精力体力消耗也
很大，但跟专业人员学到了真本事、硬功
夫，今后组织民兵训练底气更足了。”

据了解，该人武部还通过打分评
比等办法，进一步提高大家参训热情，
确保了培训的质效。

河北省景县人武部

专业人员培训武教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