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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的事情统统交给我，你在前
方注意安全。”

“看你把家里老老小小都照顾得很
好，我也放心了。”

“再坚持一下，我们很快就会取得
胜利了。”

……
3月7日晚，忙完家庭琐事之后，湖

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武部保障科科长
李志祥和两个孩子，与在湖北麻城参与
医疗援助的妻子向艳琳通视频电话。

视频中的向艳琳，刚从工作了近 6
个小时的隔离病房换班出来，脱下防护
服和口罩，头发凌乱，眼睛浮肿，满布勒
痕。作为益阳市第一中医院重症医学
科主任医师、肾病脾胃病科主任，向艳
琳在疫情一发生就早早写下请战书，随
后作为益阳市第一支援助医疗队成员，
驰援湖北黄冈麻城。她说：“我是重症
医学科专业的，前方需要我。”

“以前都是你支持我去战斗，现在
你到了战‘疫’前线，这一次，我做你的
坚强后盾。”李志祥说。结婚多年，两人
长期两地分居，其间李志祥参加军事演

习、抢险救灾等多次重大任务，都是妻
子照顾家庭。

“我现在才发现，做后盾不比上前
线轻松。”角色互换后，在后方的李志祥
更加理解妻子的付出。在家，李志祥要
照顾老老小小：父母70多岁了，体弱多
病；两个小孩，大的 11岁，因疫情影响
学校没有开学，待在家里需要辅导学
习；小的不满 3岁，晚上一不注意就把
床铺尿湿了，他常常睡到半夜就要起来
换床单、洗被子……这些，都压在李志
祥一人身上。

一场战役，两个战场。妻子支援湖
北上了抗击疫情一线战场，李志祥在家乡
的另一个“战场”也毫不退缩。在单位，
他是保障科科长，负责管理整个办公区
和生活区小区。生活区有30户70多人，
李志祥第一时间带领工勤人员上门挨家
挨户宣传营院管理措施要求、发放防疫
物资和预防知识小手册；除了做好工作
区和生活小区疫情防控工作，李志祥还积
极参与地方一线抗疫的重任，一有时间
就到街道、乡镇和村组，组织民兵协助地
方做好宣传引导、登记排查等工作。

军嫂向艳琳随医疗队支援湖北后，湖南省益阳市
赫山区人武部保障科科长李志祥向妻子喊话——

“这一次，我做你的后盾”
■杨颀斌 曹 灿 本报特约通讯员 陈建中

本报讯 记者安普忠、贺志国报道：
近日，内蒙古阿拉善军分区在向驻巴丹吉
林沙漠腹地各部队询问保障情况时，各部
队表示近期生活物资储备比较充足。疫
情防控期间，内蒙古军区启动应急响应机
制，组织民兵支援保障驻地部队生活和防
疫物资，协调地方有关部门提供便利，保
障部队维持正常战备训练秩序。

“驻军营区通往外界的路程较远，这个
季节愿意到此供应的商贩本就不多，非常
时期关卡多、排队时间长，商贩更不愿意颠
簸数百公里去送水果蔬菜、蛋禽肉类等易
损物资。”阿拉善右旗人武部领导告诉记
者，他们在接到支援保障驻地部队任务后，
一边快速动员民兵骨干到蒙甘、宁蒙等省
界开辟“绿色通道”，一边发动民兵为驻地
部队购买和运输急需生活物资，民兵每天
要多次往返市场、大棚、牧场之间。

为保障节后休假官兵顺利返营，内蒙
古军区全力协调自治区各车站、机场为返
营官兵开辟“绿色通道”，安排提前测温、
优先检查手续，降低官兵途中感染风险。
呼伦贝尔军分区派出精干力量，协助转运
归队官兵。阿拉善军分区协调地方防疫
指挥部为某部官兵办理绿色通行卡，确保
施工按时进行。

军区保障局主动为驻军部队解决防
疫物资供应紧张问题，协调自治区防控指
挥部为某部送去 3900个口罩、500余公斤
消毒液；呼伦贝尔军分区联系驻地医药公
司，帮助各部队购买防疫物资 3292件；阿
拉善军分区腾出宁夏银川食宿站、老营
房，供驻地部队官兵返营隔离观察之用。
驻军某部领导告诉记者，内蒙古军区还帮
助及时对接驻地政府、军队体系医院、驻
地定点医院，建立军地情况通报、信息收
集报送、需求对接提报、应急情况处置、联
防联控等协作机制，尽最大力量为驻军部
队排忧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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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玉松、韩永刚报道：一
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连
日来，山东 省 日 照 军 分 区 动 员 广 大
退役军人和民兵投身复工复产，助力
脱贫攻坚。日照军分区成立57支民兵
突击小分队，帮滞销农副产品找出路、
协助春耕生产、帮助企业复工，成效
显著。

莒县某超市总经理方青山是位退
役老兵。当听说小店镇魏家垛庄军属
王庆祥正为温室大棚的蘑菇卖不出去
发愁时，他主动联系，很快棚里的蘑
菇进了超市的采购车。方青山安排
超市采购人员专门进村采购，超市 30
余名基干民兵自发成立了“民兵配送
队”，协助各门店配送人员进行点对
点、无接触上门配送服务。目前，该超
市已对接陵阳、阎庄、小店等 10个乡
镇的家庭农场、合作社 42户，采购果
蔬82吨。

日照军分区司令员韩洪生介绍，他
们以市场化的手段、网络平台的形式，
开展“架桥行动”，用活“宅家购”、电话
购物、社区拼团等形式，开展农副产品
线上营销、线下配送业务，帮农副产品
开拓销路。截至目前，“民兵拼团”已覆
盖 36个大型居民小区，可满足 12万人
的线上购物需求。

随着复工复产推进，日照军分区要
求各区县人武部对接企业需求，精准调
配力量，分片包干支援。针对企业一线
员工不足的实际，东港区和岚山区人武
部结合所辖民兵专业特长，按照专业对
口、技能衔接的思路，在民兵队伍中区
分企业生产急需的12类专业进行人员
抽组，充实到一线对应岗位，及时投入
生产。同时，他们在各大企业进出口安
排民兵对复工人员进行登记、核实、测
温、消毒等工作，站好复工“警戒岗”，守
好复产“防疫门”。

当前正值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也
是春耕生产的重要时节，莒县和五莲县
人武部动员广大民兵坚持疫情防控和
春耕备耕两手抓，全力投入春耕生产，
确保不误农时。在莒县陵阳镇赵家葛
湖村，军属接敬礼由于缺劳力，自家大
棚里的嫩黄瓜来不及摘，急得团团转。
退役军人接洪鹏了解情况后，及时组织
民兵突击队帮助接敬礼完成黄瓜浇水、
施肥和采摘。截至目前，全市已出动基
干民兵21318人次，仅春耕备播土地就
达10550亩。

山东省日照军分区

民兵突击队助力复工复产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既是对国
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一次大考，也是
对国防动员体系重塑后遂行使命任务
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省军区“面向
三军、协调军地”职能发挥的实际检验。

长期以来，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省
军区系统在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中，重
视“第一公里”的多，过问“最后一公里”
的少，对“面向三军、协调军地”的全程
性、全时性考虑不多，有时局限于行动前
的“一封电报、一个电话、一张公函、一次
会议”，任务交出去了，就画上句号。

应当看到，大多数非战争军事行动都

是一次动态演变、多维发展的过程，不论
是三军内部，还是军地之间，省军区系统
作为军地协调部，都要把职能贯穿始终、
纵观首尾。尤其是军地协调“最后一公
里”的问题，影响军地协同的“最后一棒”，
关乎整个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最后一锤”。

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抗击疫
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也是一场需
要军地联手的阻击战，不仅考验个体勇气
意志，也考验整体系统协调能力。省军区
系统要切实担负协调军地使命，凝聚起众
志成城、全力以赴、共克时艰的强大正能
量，努力交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优异答卷。

打通军地联动“最后一公里”

深夜，位于湖北武汉郊区的驻鄂部
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前进指挥所内，
灯火通明。一张运力指挥图上，武汉三
镇的 100余个点位一览无余，6支任务
部队的任务线条一目了然，几位身着

“沙漠灰”“天空蓝”等迷彩服的三军指
挥员，在图上精准标绘着次日的“行军
路线”。

2月 1日以来，为缓解因疫情带来
的地方运力保障压力，保障武汉市民生
活物资正常供应，湖北省军区协调6支
驻军部队，组成驻鄂部队抗击疫情运力
支援队，担负物资运输任务。

对于中部战区陆军某舟桥旅副旅
长吴广而言，这次任务有着特殊意
义。他所在的舟桥旅原隶属于湖北省
军区，2016年转隶到陆军。时隔 4年，
与昔日的老战友并肩抗疫，吴广感到
格外亲切。

而更让吴广意外的是，国防动员系
统体系重塑后省军区展现的诸多“不一
样”，“以前参加抢险救灾任务，省军区
在军地协调方面，多扮演‘联络员’的角
色，现在更像‘调度员’。”

此言不虚。为保障武汉市运力需
求，6支驻鄂部队共出动 260名官兵、
130台运输车。“由于是临时抽组成立，
来自不同军种的部队之间平时很少有
交集，官兵之间不够熟悉。省军区如果
只是把任务需求一分了之，容易造成单
打独斗的局面。”该运力支援队指挥长
吴海涛说。

基于这一考虑，经报中部战区批
准，省军区派出前进指挥所，成立临时
党委，并依托自身力量迅速抽组洗消、
通信、警卫等配属分队前往支援，五脏
俱全的“中军帐”一夜之间构架完毕。

2月 2日凌晨 2点，该运力支援队
成立还不到半天，就要赶往配送中心向
市区调运生活物资。随着指挥员一声
令下，来自不同驻军的多个分队，按照
既定的时间和路线依次鱼贯而出。

保障市民正常生活供应，是运力支
援队成立的初衷，但不是任务的全部。

2月 3日，武汉市连夜决定在洪山
体育馆、武汉客厅、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3处建设“方舱医院”。要在一夜之间
把分散在武汉三镇的数千张床位配齐，
对于运力紧张的武汉而言，并非易事。

接到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请求，
湖北省军区前进指挥所一方面迅速与
供应仓库对接，另一方面组织6支驻鄂
部队，根据各部队人员体力储备和路况
熟悉情况，在运力指挥图上“摆兵布
阵”，当晚就紧急调集 50台运输车，兵
分多路前往仓库调运，赶在天亮前将物
资全部运抵。

“‘面向三军，协调军地’，绝不是
‘打一个电话、开一次会议、去一份公
函’就万事大吉。”该省军区一名领导
说，协调军地必须贯穿全程，既做好

“协”的工作，更要下足“调”的功夫。
仔细查看运力指挥图，记者发现很

多协调“痕迹”：各任务部队的兵力投
入、配送点位等信息，均用不同颜色在
图上作了标注。“这只是相对固定，遇有

应急任务，为避免部队疲劳作战，随时
要对运力作出调整”，该运力支援队政
委黄维告诉记者。湖北省军区前进指
挥所的日志里每天刷新着任务数据。

截至3月13日，该运力支援队跑遍了武
汉 三 镇 的 200多 个 点 位 ，运 送 物 资
12000余吨，行车30余万公里……

“面向三军、协调军地”不止于前方
的“调兵遣将”，也有后方的“后院救
火”。家住湖北随州的空降兵某旅中士
伍博雄出来执行任务后，家中患有抑郁
症的母亲成了他最大的牵挂。得知情
况后，省军区主动与其家乡军地对接。
军地领导第一时间上门，送去了米、油
等必需品，还给他的母亲买齐了一个月
的药品。老家一个安心电话，让伍博雄
感动得热泪盈眶。

“地方有困难，协调部队全力支援；
军人有难处，协调地方全力解决。”该省
军区政治工作局主任黄明村说，桥梁纽
带作用的发挥，力促军地各方在一线联
动，形成众志成城的抗疫合力。

上图：驻鄂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
队前进指挥所里，指挥员正在依据地方
运力需求，研究确定运力保障方案。

白宗强摄

抗疫战场，这个“调度员”不一般
—从一张运力指挥图看湖北省军区如何发挥军地协调部作用

■田国松 本报记者 何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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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明村

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人武部着眼当前面临的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项
任务，组织民兵成立安全排查队、消杀防疫队、技术攻关队、生产突击队，有针对
性开展扶贫解困。图为3月12日该人武部干部和民兵骨干在定点帮扶的铁西
街道上王家村村民花圃内帮助料理花卉。 谭长俊摄

3月12日，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利用巡逻执勤之机，在中俄边界线上
开展追捕演练，提高官兵管边控边能力。 刘枭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