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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从武警某部退役的辽宁阜新
籍战士康磊没有想到，回到家中热乎劲
儿还没过，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
员就登门送来了培训政策、就业信息，
了解困难需求。

退役老兵刚返乡，“就业礼包”送上
门。连日来，结合秋季退役士兵陆续返
乡的实际，阜新市持续开展退役士兵就
业服务“进社区、进家庭、进企业”活
动。而这，只是他们贴心服务老兵、军
嫂就业的日常。

300个“双拥综治岗”，300个“大学
生士兵专设岗”，100余名军嫂走上“社
区军嫂双拥工作岗”……近年来，辽宁
省阜新市创新路径，稳定和扩大退役军
人、军属就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
赵军解释：“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只有让
获得感看得见摸得着，军人军属才能真
正感受到荣光，‘社会尊崇’才不是一句
空话！”

“双拥综治岗”
拓宽老兵就业渠道

“如果没有‘双拥综治岗’，我可能
还在外漂着哩；当了 10多年兵，现在终
于可以在家门口陪陪老婆孩子了……”
提起“双拥综治岗”，老兵李鲁江话里话
外都是满足。

2001年，当了 12年兵的李鲁江转
业从黑龙江随妻子落户到阜新。没多
久，所在企业倒闭了。从此，李鲁江开
始闯荡江湖。“干过小吃部，赔得一塌糊
涂；开过大货车，啥苦都吃过……”回忆
往昔，李鲁江眼圈发红，“江苏、内蒙古
我都去打过工，我不怕吃苦，可总照顾
不上家心里难受。”

2018年 8月，一则消息让李鲁江眼
前一亮：市里在各乡镇街道社区设立了

“双拥综治岗”，通过在“两参”人员、下
岗失业和自谋职业的志愿兵以及三期
（含）以上士官中公开招聘优秀人才，解
决双拥优抚工作缺人管、社区工作人员
少和部分下岗失业退役人员再就业难
等问题。

经过考试和综合考评，李鲁江很快
在西阜新街道上岗，主要负责退役军人
信息登记。说实话，工作量和工作压力
都不小，但他很满足：“当过兵的不怕
苦，现在工资稳定又能照顾家，还能服
务战友们，挺好！”

“‘双拥综治岗’性质为政府购买服
务的社区专职工作岗位。”采访中，阜新
市领导介绍，这些老兵上岗后主要负责
双拥、优抚、兵役登记、安全、应急等工
作。老兵们踏实沉稳、责任心强，有力
地加强了社区各项建设。目前，已有
300多名老兵走上“双拥综治岗”。

“大学生士兵专设岗”
促征兵工作提挡升温

周一鸣没想到，没有找关系托门
子，走出军营后自己如此顺利地进了事
业单位，还当了干部！

2015年，周一鸣从东北财经金桥商
学院毕业参军入伍。原本只是想给自
己的人生添一抹绿色，没想到，这段经
历成了他就业的“神助攻”——两年后
退役返乡，“大学生士兵专设岗”向他敞
开了大门。原来，从 2015年起，阜新市
每年安排一定的事业单位岗位，专门招
录退役大学生士兵。经过考试选拔，周
一鸣获得了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
专业技术干部岗位。当过兵的人最不
缺的就是激情和吃苦精神。如今，周一
鸣工作干得有声有色。

“既圆了自己的军人梦，又可以享

受优惠政策，这两年兵当得值！”像周一
鸣一样，段旭也是“大学生士兵专设岗”
的受益者。毕业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的他，退役返乡仅 3个月就在阜新市体
育运动学校当了辅导员，自己和家人都
很满意。

高涨的从军热情遇见给力的优抚
政策，减少了大学生从军入伍的后顾
之忧，更助推征兵工作的提挡升温。
阜新军分区司令员黄勇欣喜地告诉记
者，近 3年来，该市征兵“五率”考评全
部为优秀，大学生新兵比例更是从 52%
提高到72%。

“社区军嫂双拥工作岗”
让最懂的人服务军人军属

3月，阜新市红树街道金剑社区的
军嫂赵磊被破格提拔到街道负责双拥
工作，这距她到金剑社区工作还不到两
年。对于她受提拔，同事都心服口服：

“别人干工作是按章按责，而她更用情
用心！”年初，在市里组织的综合考核
中，赵磊排名高居榜首。

干好双拥工作，靠责任心，更靠真
感情。

2016年底，在国防和军队调整改
革中，赵磊的丈夫王哲从陆军某旅交
流到阜新市细河区人武部。赵磊也随
军从内蒙古来到阜新。担心工作难
找，她也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就打算先
待业在家。没想到，丈夫告诉她不用
担心，阜新市政府专门设立了“社区军
嫂双拥工作岗”用于安置军嫂就业。
没过多久，赵磊就接到通知，到金剑社
区上岗了。

赵磊珍惜工作岗位，更因为自己是
军嫂，工作中对军人军属又多了一份理
解和关爱，能办的事想着如何干好，一

时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尽量想办法帮助
推进。一次，她挨家挨户走访重点优抚
对象时，发现辖区内伤残军人张海峰家
庭负担很重，母亲重病在床，孩子到了
上学年龄，还没找到就近的理想学校。
赵磊帮着张海峰的母亲寻医问药，又多
次与当地教育部门沟通，为孩子选择了
称心的学校。如今提起赵磊，张海峰一
家无不竖起大拇指。

军嫂是部队稳固坚实的大后方，
做好随军家属就业工作，事关官兵切
身利益。近年来，阜新市创造性地设
立了“社区军嫂双拥工作岗”，聘用军
嫂专职负责双拥工作。军地还联合出
台了《加强社区军嫂双拥工作岗建设
实施细则》，围绕为部队服务、为军人
服务、为军属服务这一核心理念，明确
了国防教育、征兵宣传、走访慰问等 12
项工作职责。

“军嫂对军人、部队非常了解，对加
强军地联系有着特殊感情和工作动力，
正因为此，军嫂从事双拥工作特别尽力
和用心。”阜新市领导告诉记者，走上工
作岗位后，军嫂们协调建立军地结对共
建关系，广泛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帮助
官兵解决在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认真做好征兵宣传，动员适龄青年报
名参军；建立优抚对象数据库，为优抚
对象挂光荣牌、送慰问信；掌握辖区内
军烈属、伤残军人、复转军人和现役军
人情况，及时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
困难……

为了给军嫂提供一个安心舒适的
工作环境，阜新市还为每名军嫂建立保
险账户、免费进行健康体检等，更加有
力地激发军嫂做好双拥工作的热情和
干劲。2年来共有 42名军嫂走上“社区
军嫂双拥工作岗”，在她们的带动下，阜
新市举行军民联谊活动 200余场，为 1
万多户军人家庭悬挂了光荣牌。

辽宁省阜新市设立“双拥综治岗”“大学生士兵专设岗”“社区军嫂双拥工作
岗”服务优抚对象—

这三“岗”，杠杠的！
■王力武 肖建勇 本报记者 赵 雷

本报讯 记者柯穴报道：如何推动
应急民兵队伍编训用一致？人武部
（干休所）纪委作用虚化问题如何解
决？如何建立科学考评机制切实为基
层减负……9月下旬，云南省军区建立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项问题
整治台账”，对标对表前期调研梳理的8
个方面43个突出矛盾问题，研究出台解
决办法。把切实解决突出问题作为落脚
点，是该省军区党委学习教育成果转换
突出强调的做法。

“学习教育不能只停留在大宣讲、大
讨论等环节，查问题、强整改、细落实才
是重点。”针对调整改革后所属单位类型
多，部署分散、任务繁重的实际，该省军
区党委常委利用两个月时间深入 16个
军分区及 140余个人武部（干休所），采
取住部蹲所、蹲点解剖的方式，重点查找
制约部队发展最紧迫、最关键、最重要的
现实问题，梳理出应急民兵队伍编训用
不一致、国防动员潜力机制不畅，职工队
伍活动不足、边防管控机制刚性不强、人
武部纪委配备缺失等8个方面43个具体
问题，人人撰写调研报告，建立专项问题

台账。随后，通过开展问卷调查、邀请基
层官兵座谈等方式，共同研究解决办法。

着眼提高应急民兵队伍建设，省军
区研究论证一年两次整组的可行性，制
定应急民兵基地化训练规范，明确教学
机构标准、训练等级评定、训练监察等内
容；为解决人力资源紧缺的问题，他们赋
予职工、文职人员兵役征集、民兵建设、
潜力调查等职责；针对编制调整后出现
的人少事多矛盾，省军区党委机关从自
身做起，建立完善检查考评机制；针对国
防动员潜力数据调查行业壁垒多、数据
不兼容等问题，出台《国防动员潜力调查
暂行规定》，明确由各级政府和军事机关
联合下发责任清单，规范调查内容。

坚持把促进实际问题解决作为主题
教育活动的落脚点，该省军区建立专项
问题整治清单，制定出 116条具体细化
的整改落实措施，并列出责任主体和完
成时限。谈起这些，省军区领导告诉记
者，每解决一个现实问题，部队建设就要
向前迈进一步，下一步，他们将对整改落
实情况进行通报量化，切实在解难题促
发展上见实效。

云南省军区把破解矛盾问题作为学习教育落脚点

116条整改措施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训练场上，百岁老红军熊玉坤熟练操作班用轻机枪；重温入党誓词，患有严重关节炎的90多岁的徐少英阿姨执意从轮
椅上站起来，直面党旗；军史馆中，看到荣誉墙上自己部队的番号，老战士于恩生自豪地发出孩子般的欢呼……国庆前夕，
安徽省军区合肥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组织60余名老战士老阿姨赴驻皖某部队参观见学，与青年官兵在练兵场上、军史馆
中，共同感悟新中国成立70年来辉煌发展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图为百岁老红军熊玉坤稳稳端起钢枪。

周 阳摄

宝刀不老

9月 21日，山东沂蒙山区沂南县
马牧池乡东辛庄村，10位满头银发的
老人来到汶河岸边，在一座开满无名
小花的坟茔前停下。

鞠躬、献花。一位老妈妈双膝跪
下，轻抚墓碑喃喃自语：“娘，三妮子看
您来了……我来晚了，对不起娘……”

这是沂蒙红嫂张淑贞的坟茔。自
称“三妮子”的老人名叫陈晓聪，是开
国少将陈沂将军的女儿。今天，她与
其他9位抗日战争时期曾寄养在张淑
贞老人家里的八路军将士后代，相约
从千里之外一起“回家”，祭奠养母张
淑贞老人。

回忆起养母的关爱，陈晓聪泪流
满面。抗战时期，张淑贞和婆婆王换
于创办战时托儿所照看革命后代。张
淑贞把刚出生的女儿放到一边吃糊糊
汤，把奶水喂给年龄小、体质差的托儿
所孩子。张淑贞说：“同志们的孩子要
是没了，恐怕就没了血脉，咱舍上命也
不能让烈士断了根呀！”托儿所的 40
多个孩子一个没有少，张淑贞的两个
孩 子 却 因 营 养 不 良 而 夭 折 。 生 于
1941年的陈晓聪，在这里幸福地度过
了人生最初的 5个年头，被张淑贞老
人亲昵地称为“三妮子”。

张淑贞的女儿于爱梅将陈晓聪
扶起，含泪回忆张淑贞老人逝世前的
点滴：去年 12月 20日，104岁的张淑
贞老人安然辞世。临终前，她手里紧
紧握着一枚党徽，还叮嘱家人把自己
的 18938.8元积蓄作为特殊党费上交
组织。考虑到张淑贞老人养育过的
将士后代大多已是古稀之年，体弱多
病，家人也就没有将红嫂去世的消息
告诉他们。

“张大娘，我来晚了！”79岁的胡
鲁克将军跪在坟前，深情呼唤。“我就
是那个差一点被鬼子刺刀扎进胸口的
孩子，当时日本鬼子吼叫着，问这是谁
家的孩子，是您使劲揽着我说‘是俺的
孩子！’”胡鲁克将军额头贴着土坟，身
体随着哭诉而颤抖：“娘啊……亲娘生
了我，可是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
返回路上，经过一片玉米地，勾起

陈晓聪老人的回忆：“日本鬼子大扫荡
了，娘就领我们躲在这种玉米地里不让
出声，整整5天，我们就趴在那玉米地
里，要是没有娘照顾，我可怎么能活到
现在啊！”

又要离开养育过自己的这片土地
了，这些八路军将士后代泪眼模糊，依
依不舍。看着村里建起的“沂蒙红嫂
纪念馆”，听着于爱梅讲“沂蒙红嫂协
会”拥军新事，他们说，红嫂并没有走
远，红嫂一直在沂蒙。

上图：八路军将士后代为沂蒙红
嫂张淑贞扫墓。 杜昱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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