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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蔡满新、高勇报道：“俺
们于屯水好，樱桃甜啊！”“现在卖43
元一斤，要多了还没有呢！”日前，辽
宁省大连市墨盘乡于屯村村民王世
和家门前热闹非凡，前来收购樱桃的
车辆排起了长队。看着自家的樱桃
大卖，王世和喜上眉梢。

于屯村曾是大连有名的低收入
村，前几年，大连军分区与这个村结成
帮扶对子后，围绕立足沿海区域特点，
想方设法帮百姓找到一条致富路。

大连是全国有名的水果生产地，
但该村6000多亩耕地大多种植了玉
米和花生，果树种植面积不到 400
亩，为啥不多种附加值高的果树呢？

“果树吃水多，村里缺水，折腾不起
啊！”当时，低收入户韩军给军分区工
作组算了一笔账：他家有一亩桃树，
如逢雨水少，就得雇车去别的村子拉
水，一个来回要花 1000元，辛苦不
说，最后真是挣不到钱。

看 来 解 决 用 水 是 首 要 问 题 。
2017年，军分区出资聘请专业打井
队伍来到村里，经过多个地点的探
测，一个月后，村里第一口深水大井
建成，这口井直径8米、深15米，日出
水量达30吨。

井打好后，韩军家的桃树用水有
了保障，当年就增产 30%，收入增加
了5000多元。尝到甜头的韩军第二
年就把土地都改种了苹果树和桃
树。与此同时，军分区还帮助韩军在
信用社申请了小额贷款，聘请农技专
家手把手地进行种植指导。3年时
间里，韩军家的年收入从1万多元增
加到6万多元，低收入户成了村里有
名的果树种植专业户。

军分区趁热打铁，3年时间陆续
投入 80多万元，在村子不同地点再
次打下 4口深水井。5口井，单日总
出水量能达到200吨，借助灌溉设施
基本可以覆盖村里的所有土地。为
方便村民用水，军分区还为每口井配
备抽水泵，建设蓄水方塘。有了这颗

“定心丸”，更多的村民开始种植桃

树、苹果树、梨树等果树。
村民种植果树有了底气，眼界也

开阔了，全村有400多户村民建起了
果树大棚，种植果树面积已达 1400
亩，年产各类瓜果1500多吨，村民人
均收入达到15000元以上，村子一跃
成为远近闻名的水果种植大村。“我
们今年将继续加大资金投入，再为村
里打几口井，推动低收入村产业升
级，助力村民增收。”军分区政委李红
军对笔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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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曹学兵、记者陈典宏报
道：“这些吴茱萸可是咱移民户的‘致
富花’！”入夏后的一场雨水，让广西
南宁市邕宁区新乐村那贡坡漫山的
吴茱萸抽芽开花，村民黄昌西满眼憧
憬：“等到秋天合作社收购分红，那场
面就更热闹啦！”

黄昌西的老家在广西河池市大化
县大石山区，当地石漠化严重。1996
年，他和大化县的125户移民搬迁到
邕宁区新乐村那贡坡。移民之初，黄
昌西一家人辛勤劳作，靠种植传统农
作物勉强维持生计。但随着两个孩子

陆续考上大学，家庭生活压力更大了，
几年前，黄昌西家被定为贫困户。

黄昌西一家的经历，曾是那贡坡
移民户中的普遍现象。改变，缘于一
次偶遇。

2014年的一天，新江镇武装部
部长钟义创在那贡坡村口碰到问路
的外乡商人黄炳珠。得知黄炳珠想
要发展中药材吴茱萸种植产业，便极
力推介那贡坡的资源优势。“我们这
里民风纯、荒山多、劳动力富裕，适合
规模化种植。”几番努力，终于说服黄
炳珠把项目落户到那贡坡。

合作初步敲定后，在邕宁区人武
部的协调下，农业、交通、水利等部门
迅速行动，上山的路通了，滴水灌溉系
统也建好了，当年就有58户村民响应
参与，并通过土地流转的形式入股。

随后，在区人武部的帮扶下，村
里成立了吴茱萸合作社，采取“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由合作
社提供吴茱萸种苗、肥料、技术，村民
提供土地及劳动力，收成之后利润与
村民三七分成，合作社拿30%，村民拿
70%，为村民铺就了一条发家致富路。

“吴茱萸是复方黄连素片、小儿
健脾贴膏等药品的主要成分，由于采
取基地种植直供药企，减少了流通环
节，实现了利润最大化。”黄炳珠告诉
记者，种植吴茱萸从当初的300多亩
发展到现在的 3000多亩，大家得到
的分红更是翻了几番。2016年，合
作社分红是 16万元，2019年则达到
了190万元，其中产量最高的种植大
户分红超过7万元。

守着吴茱萸这朵“致富花”，黄昌
西家前年就摘掉了贫困帽，这两年，
单是靠种植和育苗，他家每年的收入
都有 10多万元。去年，黄昌西家告
别住了多年的破瓦房，与 50多户移
民一道住上了宽敞明亮的小洋楼。

新江镇镇长潘春兰颇为自豪：
“在邕宁区人武部的大力帮扶下，如
今那贡坡移民点的27户99名贫困人
口全部实现高质量脱贫，新乐村的村
容村貌也是焕然一新。靠着吴茱萸
这朵‘致富花’，村民的‘钱袋子’鼓
了，日子越过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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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西省
九江市浔阳区甘棠
街道举办了一场特
别的“盛会”，参战
老兵、一等功臣刘
亚军（中间）应邀与
辖区民兵、青年志
愿者、退役军人、社
区居民围坐一起，
重温峥嵘岁月，讲
述当年战场上穿越
枪林弹雨、保家卫
国的感人故事。

林小强摄

点点 评评

改革强军这场时代大考，一张试
卷两道考题，既考部队也考地方。面
对党管武装考卷，河南省驻马店市驿
城区人武部在行政村（社区）设置兼职
武装委员，在村民小组（自然村）和社
区基本单元网格设置兼职武装组员，
是健全新时代武装工作组织领导体
系、推动党管武装工作在基层末端落
实的创新之举。

这一新闻，在新时代风起云涌、

百舸争流的国防动员建设时代大潮
中，或许只是浪花一朵，但在党管武
装基层阵地建设中，适应变革大势、
开阔工作视野、探索新模式新路径，
却是值得点赞的。更令人欣喜的是，
河南省军区点题出卷，基层人武部破
题应试，这种党管武装考场上的“隆
中对”，必将使基层的智慧和创造充
分涌流，必将使探索之花、创新之果
春色满园！

为基层智慧点赞

本报讯 李光辉、刘韬报道：6月 9
日，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武部在辖
区橡林街道办事处举行兼职武装委（组）
员履职颁证仪式，232名热爱国防事业、
军政素质良好的基层工作人员被任命为
村组、社区兼职武装委员，464名同志被
选定任命为兼职武装组员，为基层武装
工作注入新鲜血液。

新时代的基层党管武装阵地该如
何拓展？6月 2日，河南省军区党委专
门下发建立健全基层武装工作组织领
导体系的通知，倡导在行政村、社区设
置兼职武装委员，在村民小组（自然
村）、社区基本单元网格（管理片区）设
置兼职武装组员。

“继续向基层末端打通‘最后一公
里’的神经末梢。”驿城区人武部担负驻
马店军分区试点任务后，经过两次调研
论证，结合本区实际专门出台《关于在基
层行政村（社区）及村民小组（自然村）设
置兼职武装委（组）员的意见》，对基层武

装党组织建设、兼职武装人员设置模式、
选拔标准、工作职责、运行保障机制等内
容进行规范细化。

为实现基层党管武装组织体系建
设与武装工作有机统一、相得益彰，他
们采取“1+1+3模式”，即在乡镇（街道）
武装部建立 1个党支部，在每个行政村
（社区）建立 1个 3人以上党小组，党小
组成员包括在该行政村设置的1名兼职
武装委员和在该行政村（社区）所辖村
民小组（自然村）、社区基本单元网格
（管理片区）设置的 2至 5名兼职武装组
员。规定兼职武装委员、武装组员通常
由村“两委”中的民兵干部或其他成员
担任，优先选择退出现役的干部、士兵
和民兵干部骨干，原则上必须是党员。
每个党小组编入乡镇街道武装部党支
部。兼职武装委员、武装组员接受乡镇
（街道）武装部和村、社区党支部双重领
导，人选由乡镇（街道）武装部考察确
定，区人武部发放工作证书，并明确兼

职武装委员工作职责，包括协助乡镇、
街道武装部抓建民兵工作、组织国防教
育、做好征兵宣传等。

“要开拓人民武装视野，紧跟地方
经济建设改革形势抓好基层党管武装
工作；要开阔政治建设视野，做到哪里
有群众哪里就有人民武装组织；开阔国

防改革视野，建立纵横交错的基层人民
武装组织网络，织密民兵党支部之网。”
驻马店军分区政委袁冬谈到，通过真正
实现党的组织和人民武装工作有机结
合、互相促进，才能切实推进新时代人
民武装工作直达村组社区、覆盖社会角
角落落。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武部在行政村（社区）任命兼职武装委员（组员）

拓展新时代基层党管武装阵地

■魏联军

本报讯 伍致健、蒋大鹏报道：“油
都漏出来好多，现在温度这么高，随便
一个火花就完了！要不是你们来得快，
怕是要出大问题……”司机们纷纷点赞
的同时仍心有余悸。6月 10日上午，一
辆满载20吨汽油的油罐车在湖南省323
省道新田县龙泉镇石古湾村路段发生
侧翻，造成大量汽油泄漏，并造成交通
阻塞，30余台车辆滞留于此，情况十分
危急。

险情发生后，新田县人武部紧急启
动应急救援预案，组织20余名民兵携带
救援装备赶赴现场实施救援。为尽快让
侧翻油罐车化险为夷，保护周边居民及
滞留车辆的安全，救援民兵与县应急、消
防等部门迅速商讨，拟定出科学合理的

救援方案，开始与时间赛跑。
公安、交通、龙泉镇政府组织力量在

相关路口执勤，设置警戒带，指挥车辆绕
行，有效封锁现场，严禁一切烟火靠近。
消防员架设泡沫水枪对油罐车罐体进行
喷射降温，对泄漏汽油进行稀释，防止发
生爆燃。

民兵用沙袋围着侧翻的油罐车堆
起一道“铜墙铁壁”，并在事故现场附近
挖槽引流，将稀释过的泄漏汽油引至水
沟，以防汽油向外扩散；疏导滞留车辆
内的群众及在附近耕作的百姓撤至安
全区域，并将车内的打火机等易燃物品
收集保管。

应急管理局联系石油公司调来一辆
油罐车、两台吊机，按照预定方案，采用

倒灌吊装的方法，将事故油罐车内的汽
油先进行抽油倒罐，随后吊机将油罐车
吊起扶正。

夏日炎炎，酷暑难耐。救援人员不
顾个人安危，持续奋战，终于成功将侧翻
油罐车安全转移，恢复交通，未引起新的

次生灾害。
在民兵的指挥下，滞留车辆有序继

续通过。为表达谢意，过往车辆纷纷鸣
笛向救援人员致敬。

压题照片：民兵扛着沙袋奔向侧翻
的油罐车。 蒋大鹏摄

危险危险！！罐车罐车发生侧翻漏油发生侧翻漏油
快反快反！！军地联动军地联动成功处置成功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