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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巴渝大地，骄阳似火。滚
滚热浪中，重庆市武隆区武装工作第一
书记进训练场活动在白马镇民兵训练基
地拉开帷幕。区人武部第一书记、乡镇
（街道）武装部政治教导员（党委书记）及
区四大班子领导，区国防动员委员会成
员单位主要领导百余人，身着迷彩，与民
兵同场竞技。

“开展这项活动已成惯例。”区委常
委、区人武部部长涂小奎介绍，近年来，
该区严格落实党管武装制度机制，推动
国防动员工作跨越发展。是什么样的力
量让该区武装工作上了台阶？记者从3
组调研数据中找到答案。

3年37次
第一书记参加武装

工作会议成为常态
2018年 17次；2019年 15次；2020年

5次。这是武隆区区委书记、区人武部
党委第一书记黄宗华近3年来参加武装
工作专题会议的次数。除此之外，他还
到人武部现场办公11次，签批关于武装
工作的文件100余份。

区委书记负责的工作头绪众多，为
啥会在武装工作上投入这么大精力？黄
宗华说：“我是区委书记，也是人武部党委
第一书记，抓武装工作义不容辞。”

2018年 1月，刚刚上任的黄宗华就
按时参加了区人武部党委扩大会议，并
在会上郑重承诺：“武装工作会议只要不

与紧急任务冲突，我都会准时参加。”同
年7月，他主持召开区委常委议军会，研
究通过了把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纳入区
委中心组学习、区委党校培训内容的决
议，把乡镇应急民兵训练经费保障纳入
财政预算。

之前，区体育中心旁有一块 200亩
的空地，多家商户视为“宝地”，纷纷提
出高价进行商业开发，而人武部为民
兵训练基地选址时也相中了这块地。
3月 31日，黄宗华在参加区武装工作
专题会议时，当场表态支持将这块地
用于修建民兵训练基地。他说：“当经
济利益和国防利益发生冲突时，当优
先考虑国防利益。”

区委常委、区人武部部长涂小奎说，
人武部召开党委会，第一书记经常是挤
时间参加；凡是有地方领导参加的武装
工作会议，会议地点均设在区委办公大
楼，会议通知由区委办公室下发，不能参
加的人员要向区委书记请假……

区委研究室主任刘鹏介绍，召开专
题会议最多的就是武装工作会议，召开
区委常委会，班子成员首先学习习近平
强军思想；凡是事关武装工作的阅批件，
区主要领导签批“不过夜”……

5分
武装工作占地方政府

绩效考核权重达历史最高
元旦刚过，武隆区赵家乡党委书记

邓维敏带领乡武装部长来到区人武部，
向部党委汇报新年度武装工作计划。去
年底，他们在全区武装工作考评中成绩
靠后，拖了全乡绩效考核的后腿，今年决
心迎头赶上。

“以前都是人武部下基层督导，现在
是基层武装部主动上门汇报。”区人武部
政委马宏伟告诉记者，从 4年前的不占
分到 3年前的 1分、两年前的 3分，再到
如今的 5分，区武装工作考评在地方政
府绩效考评中占比已达到5%，这不仅在
重庆市最高，在全国也不多见。

“辖区内军事设施底数不清楚扣0.5
分”“专武干部离开岗位 3天以上，未经
区县人武部批准扣1.5分”……记者翻阅
该区2019年度基层武装工作考评结果，
7项内容39个项目一目了然。

芙蓉街道党工委书记朱晓琴虽然
是一位女同志，却是抓武装的行家里
手。无论是民兵整组训练、兵员征集、
优抚安置还是国防教育工作情况，说起
来她都如数家珍。“区委、区政府领导下
基层，习惯过问武装工作，还经常到武
装部检查，我们没有理由懈怠。”她告诉
记者。

近年来，武隆区委、区政府结合形势
任务，健全完善了一系列管长远、管根本
的制度机制，全区党管武装工作进步明
显。2019年，武装工作 7项重要指标均
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00%
全区192个民兵连长

全部轮训一遍
军旗猎猎，杀声震天。第一书记

进训练场活动的第一项内容，是检验

民兵单兵战术和抢险救灾能力。记者
看到，参与演练的民兵高矮胖瘦不一、
年龄差距较大。马宏伟告诉记者，他
们不是专业分队的民兵，而是来自基
层的民兵连长。

前期，区人武部在调研中发现，许多
民兵连长没有从军经历，没有参加过系
统的军事训练，对武装工作一知半解。

“村、社区是武装工作的重要阵地，是武
装工作末端落实的关键环节，民兵连长
必须成为基层武装工作的明白人。”基于
这一认识，武隆区人武部党委决定，今年
上半年利用1个月的时间，将全区192个
民兵连长全部系统轮训一遍。

第二批民兵连长轮训正赶上第一
书记进训练场活动，在专业课目演练
环节，人武部决定不再由专业分队担
纲，而是让正在集训的民兵连长们上
阵接受检验。这些民兵连长大多由村
（社区）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兼
任，有的已年过半百。为了出色完成
任务，他们顶烈日、战风雨，白天在训
练场上摸爬滚打，晚上还在室内交流
心得体会。

凤山街道红豆社区党支部书记兼民
兵连指导员彭小兵，是一名曾经参加边
境作战并荣立三等功的老兵，虽已两鬓
斑白，但训练起来十分认真。他说：“穿
上熟悉的军装，听到熟悉的军号，仿佛回
到了军营，干劲十足。”

记者翻开轮训计划看到，培训内容
包括习近平强军思想、军事技能、兵员征
集、编兵整组、退役军人事务等多个方
面。大元村村委会主任兼民兵连长王锋
说：“这次集训不仅让我掌握了必备的军
事技能，也提高了对基层武装工作的认
识，受益颇多。”

“数”说这里的国防担当
—重庆市武隆区党管武装工作新闻调查

■本报记者 乔振友 左庆莹 通讯员 汤琳钰

本报讯 林小强、华情报道：“感谢
组织让我再次‘归队’。”6月20日，江西
省九江市浔阳区组织退役军人服务专
干招聘面试，退役军人陈可拿到了考场
最高分，成功入围体检环节。兴奋的他
当即向家人报了喜讯，并向组织单位敬
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为充实社区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队
伍，浔阳区面向退役军人群体招聘 72
名退役军人服务专干。公告发布后，先
后有 239名来自全国的退役军人奔赴
九江，仅 5月中旬报考第一天，就有 60
余名退役军人到现场登记。

陈可今年 27岁，在陆军某边防部
队服役8年，2019年退伍返乡。得知招
考退役军人服务专干消息后，他第一时
间赶到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进行登
记。他说：“老兵服务老兵，正好‘专业’
对口，我对这份工作充满期待。”

据了解，此次招聘改变以往传统模
式，解除了很多限制要求，不过分看重

专业和从业经历，并将年龄、学历等条
件大幅放宽，鼓励更多的退役军人回乡
就业。待应聘人员上岗后，用人单位将
为其提供良好的办公环境及缴纳社会
保险。

“不仅待遇有保障，晋升通道也全
面打开。退役军人服务专干可参加社
区服务站站长、社区主任的岗位竞选，
成为社区党委班子成员。”浔阳区退役
军人服务中心负责人告诉笔者，退役军
人有着深厚的军旅情结，他们会将部队
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强烈的责任意
识带到地方，在岗位上发光发热，成为
基层退役军人事务工作的骨干力量。

此次招聘考试分笔试和面试两部
分，笔试内容涵盖人机对话和电脑操
作，主要对军事领域知识、应急能力等
综合素质进行考察。招聘专干就位后，
浔阳区“两站一中心”（社区退役军人服
务站、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区退役军
人服务中心）将实现所有人员专职化。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招聘退役军人服务专干

72名退役军人返乡“筑巢”

本报讯 袁勇报道：“当兵就要当
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
样，没有人来压迫人……”在电视采访
镜头前，现年 101岁的女红军王少莲，
唱起了她当年最喜欢的歌曲《当兵就要
当红军》。那一刻，王少莲很激动，仿佛
一团火焰在她瘦弱的身体里燃起。

争当红军传人，传承红色基因。自
今年3月起，四川省巴中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启动“巴中最后的红军”口述史抢
救性记录工程，已为 15名老红军建立
专档。

四川巴中曾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
中心，境内有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陵
园、数千幅红军石刻标语、红军将帅碑
林等大量红色文化资源，徐向前、李先
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
浴血奋战。“当年，巴中逾 12万人参加
红军，4.8万余人英勇牺牲。随着时间
流逝，巴中籍老红军已进入耄耋之年并
逐渐离去。我们是在与时间赛跑，抢救
那些即将消逝的红色记忆。”巴中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活动启
动时，全市健在老红军尚有15人，年龄
最大的105岁，最“年轻”的也已98岁。

老红军王少莲随母亲、哥哥于1933
年春参加红军，哥哥在长征的一次战斗
中牺牲，她和母亲因负伤，历经艰辛、几
经辗转回到家乡。如今，王少莲老人家
五世同堂，儿孙中先后有7人从军。

一位老红军就是一部活历史。在
历时3个月的抢救性采访记录过程中，
采访团一行奔赴全市 5个区县 15个乡
镇走访老红军及后代、亲朋360余人。

105岁高龄的老红军杜国榜在摄
像镜头前，说起当年参加红军的经历一
脸自豪，他曾和战友一起誓死守阵地。
他的讲述让摄制组人员真切感受到了
战斗的惨烈与革命战友间的崇高友谊，
很多人潸然泪下。杜国榜于 1933年 1
月参加红军，先后经历长征、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不幸负
伤，后经部队批准回家养病。他平时勤
俭节约，即使有困难也不向组织提要
求，但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他，逢年过节
地方领导都会到他家中看望慰问。

据了解，采访结束后，巴中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将充分挖掘提炼采访素
材，制作《巴中最后的红军》口述史纪录
片，编撰《巴中最后的红军》口述史丛
书，并将纳入大巴山干部学院教育培训

教学大纲和全市中小学校地方性课
程。他们还将通过电视、报纸、新媒体
等渠道，大力宣传老红军的传奇故事，
让红军精神薪火相传。

上图：老红军王少莲接受采访时的
镜头。 张学金摄

四
川
省
巴
中
市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启
动
﹃
巴
中
最
后
的
红
军
﹄
记
录
工
程

6月18日，山东省水旱灾害防御演练活动在黄海滩头日照市打响，全省水
利、水文、消防救援、民兵应急等15支队伍、500余人参加，共设置山洪预警信息
发布、沿岸群众转移避险、坝前堵漏、管涌抢护、物资调运等12个课目。图为抗
洪民兵队员借助大型机械装备筑牢堤坝。

刘 君摄

人物简介：王文银，辽宁省丹东市
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武部副部长，曾荣立
三等功1次，多次被上级评为学雷锋先
进个人，2019年初任宽甸县牛毛坞镇
小城子村第一书记。

背景介绍：小城子村位于丘陵地
带，经济发展落后。村里有建档立卡贫
困户 156户 403人，无劳动能力的占
25%，2017底脱贫摘帽。

“现在浑身都是劲儿，口袋鼓了，日
子有奔头了……”在蘑菇产业基地里，村
民王兴红激动地对我说，通过“土地流
转+股份分红+务工收入”，她家一年保底
增收2万余元，生活质量得到大幅提高。

看到眼前的情景，我感慨万千。如
今的王兴红与我第一次见到她时真是
判若两人。那时，王兴红的丈夫因病无
法从事重体力劳动，需常年用药，孩子
正读大学，家里欠了十几万元外债，她
整日满面愁容。

王兴红很勤快，就是缺少致富的
路子。为了帮助王兴红走出困境，我
找到村致富带头人一起想办法，先是
带她到远近闻名的凤城市大梨树村参
观学习，激励她树立信心，后又通过多
方协调，帮助她到扶贫产业蘑菇基地
工作，慢慢地帮她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帮助王兴红的事让我赢得了村民
的广泛好评，打开了工作局面。其实，
人武部已帮扶这个村4年，并在2017年
底实现脱贫，但因村里无劳动能力人口
占 25%，易返贫人口较多，为了确保群
众脱贫不返贫，人武部决定让我继续驻

村帮扶。
通过走访调查，我了解到，小城子

村水资源短缺，种植普通农作物很难高
产，而村所属的牛毛坞镇及周边乡镇，
蓝莓产业发展势头迅猛，蓝莓因营养价
值较高，花青素含量在果蔬中名列前
茅，市场前景广阔。小城子村能否借势
发展蓝莓产业，持续提高全村经济收
入？在驻军部队帮扶小城子村脱贫攻
坚会上，我向丹东市驻军，以及市、县、
镇、村四级扶贫工作人员提出了这一设
想，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说干就干。我们从丹东市聘请蓝
莓种植专家帮助解决技术难题和种苗
问题，并根据村里的生态优势、资源优
势，推出“绿色农产品”产业一条龙服
务，积极争取资金，大力打响品牌。如
今，在军地共同努力下，村蓝莓种植产
业初具规模，易返贫人口通过入股合作
社，有了稳定收入。

从深度贫困到整体脱贫奔小康，
脱胎换骨的小城子村见证了“军民一
心、合力脱贫”的奋斗历程。蘑菇基
地、蓝莓基地建起来了，路修好了，桥
架通了，新修建的文化广场每天傍晚
总是热闹非凡。走在村里，乡亲们都
会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大家都亲切地
叫我“兵书记”。

驻村扶贫，让我看到了群众的勤劳
智慧，以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
往。脱贫不是目的，小康才是目标，我
愿继续扎根小山村为群众造福。

（崔 鹏整理）

小山村来了个兵书记
■王文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