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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快讯动员快讯

住建局、卫健委、自然资源局、边境
管理支队……10月 12日至 16日，广西
百色市组织的人防业务培训班上，多个
部门的牌子赫然在列。

人防部门组织培训，为什么这些部
门要参加？百色市人防边防办主任周华
鹏介绍说，人民防空是全民性的防护工
作，要想推动这项工作，离不开相关部门
的共同努力。比如，组织开展战时人口
疏散，既需要公安部门提供具体的人口
信息、组织安全保卫工作，又需要交通运
输部门保障车辆、规划线路，还需要卫生
医疗部门全程巡诊。再比如，加强重要
经济目标防护，需要水、电、暖、气、电等
多个部门共同上阵，如果“锣齐鼓不齐”，
防护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学员来自各个部门，确定教员也不
拘一格。这次培训依托广西大学举办，
授课教员既有大学的专家教授，又有人

防系统的行家里手。已经退休的广西人
防边海防办法规宣传处原处长宁一群也
被请上讲台，他讲授的《人防工程建设管
理与市场监管维护》受到欢迎。市住建
局参训人员说，听了授课感触颇深，人防
工程是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重要组
成部分，平时服务生活、战时保护生命，
只有各部门齐抓共管，才能让“地下长
城”发挥出最大效能。

既学习理论知识，又实地参观见
学。培训班安排参训人员现场观摩南
宁市某人防基地，使大家对人防工程、
人防疏散基地、各类防护器材等有了直
观的感受。不少人深有感触地说，原来
认为人防部门的任务就是拉拉警报、挖
挖地道，想不到他们的工作这么多、这
么重要。

培训期间，大家还围绕战时人民防
空行动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不仅形成了
同心协力完成防护任务的思想共识，而
且研究出不少具体的行动方法。参训人
员纷纷表示，类似的培训应该多组织一
些，以扩大人防教育覆盖面，为铸就坚不
可摧的护民之盾奠定坚实的能力基础。

既形成思想共识 又研究具体办法

人防培训形式活效果好
■本报特约记者 覃源漫

尽管带队途经江苏省高邮市已是
20多天前的事，然而东部战区陆军第72
集团军某旅副参谋长袁伟仍然对高邮市
提供的保障赞不绝口：“食宿、医疗、交通
等各方面都面面俱到，部队练兵备战的
士气更足了。”

前不久，该旅某营过境高邮市之前，
由旅机关给该市人武部发去一份商请
函，请当地提供有关保障。“保障部队过
境，是我们平时演练的重要内容，现在部
队真来了，必须全力以赴。”在该市人武
部领导的建议下，市国动委决定启动国
防动员机制，调动各方力量予以保障。

市国动委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如
何为 200余名过境部队官兵提供饮食
保障。没想到，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让
与会人员产生了分歧。

有人提议，采取社会化保障的办法，
为官兵订购盒饭，既省时又省事。

市人民武装动员办公室却提出不同
意见：“今年民兵整组期间，我们依托某
星级饭店，编组民兵饮食保障排，这次可
以让他们露几手。”

“订购盒饭能够解决的问题，为什么
要动用酒店的大厨？”又有人说，这家饭
店生意红火，临时抽调厨师会影响经营，
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

“这样的‘小题大做’好，编了民兵就
要用，此时不用更待何时！”该市国动委
副主任、副市长周伟当场拍板：由民兵饮
食保障排负责采购食材、烹制饭菜，为过
境部队官兵提供热食保障。

周伟的这一拍板，让各个专业办公
室嗅出了“战味”、看出了“门道”。市交
通战备办公室协调交巡警大队开辟“绿
色通道”，并安排车辆维修分队实施伴随
保障；市人民武装动员办公室派出民兵
应急排分守路口，搞好警戒引导；市卫生
动员办公室指导民兵医疗救护分队，对
部队住宿、就餐场所进行消毒和防疫检
查，官兵入住后展开巡诊……

“我们的车队一下高速路口就有车
辆引导，一路绿灯直奔民兵训练基地休
整。”该旅某营教导员段长宣告诉记者，
啃了一天干粮的战士们吃上了热气腾腾
的“六菜一汤”，还洗上了热水澡，个个士
气高昂。

官兵休息前，扬州军分区和高邮军
地领导还对该部进行了慰问，一句“有什
么困难尽管提，我们全力帮助解决”让官
兵心里暖烘烘的。高邮市国动委副主

任、市人武部政委陈立柱告诉记者，为保
障好这次部队过境，高邮市委宣传部、市
发改委、卫健委、通信公司，以及部队机
动沿线多个乡镇都动了起来，充分发挥
自身职能，全力为部队官兵服务。

“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高邮市
长、市国动委主任张利表示，将结合这次
保障过境部队，完善国防动员预案，进一
步挖掘各方面潜力，确保一旦需要，能够
为部队和前方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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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之声动员之声

10月 14日至
21日，京津冀三地
人防部门通信保障
联合演练在河北省
黄骅市举行。

图①：参演人
员就地搭建短波天
线保证野外联络；

图②：运用无
人机向指挥通信车
传递现场信息。

王占明摄

10月 12日，在山东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莱芜分公司特殊钢厂高炉车间，随
着指挥员一声令下，一车报废武器被投
入火炉内，很快变成一块块“铁疙瘩”。
至此，2020年山东省军区报废武器销毁
工作画上圆满句号，实现销毁报废武器
零失误、零疏漏。

报废武器销毁风险性高、工作量
大，相关部门是如何圆满完成任务的？
山东省军区保障局局长高延亭介绍，这
主要得益于军地双方的团结协作，得益
于承办厂家的大力支持，也得益于济南
市钢城区国防动员队伍的有力保障。

（一）

报废武器销毁保障任务，恰好与今
年征兵工作重合叠加。如何在人少事
多的情况下保质保量完成任务，考验着
钢城区人武部党委一班人的能力水平。

党委一班人研究认为，应将报废武
器销毁保障任务作为今年国防动员工
作的一件大事，充分发挥国动委作为议
事协调机构的作用，调动各方面因素，
形成攻坚合力。

在国防动员专题会议上，区委书
记、国动委第一主任武树华，区长、国动
委主任郅颂明确表态：养兵千日、用兵
一时，相关单位要全程跟进、全力保障，
确保保障工作零失误、零疏漏，圆满完
成这次任务。

根据会议精神，钢城区成立报废武
器销毁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副区长、国
动委副主任高宇担任组长，下设交通疏
导、物资供应保障、现场警戒等 5个小
组，建立工作报告、情况通报、定期分

析、总结整改等制度。区国动委综合办
公室、交通战备办公室、经济动员办公
室等 7个职能办公室，以及区 16个委、
办、局均是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形成了
军地联动、密切协同的工作格局。

承办企业是第一次担负报废武器
的销毁任务，不免为缺乏经验而担心。
领导小组10余次在销毁现场实地勘察，
制订出既保证顺利完成任务，又不耽误
企业正常生产的翔实方案。

据介绍，领导小组在销毁现场划定
停车区、装卸区、警戒区和休息区，把大
到指挥部开设，小到一个警示牌设置、
一张明白纸张贴等各项任务细化到每
个人头，确保每项工作、每个步骤、每个
环节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

9月 1日，随着第一批报废武器进
入销毁现场，10余支保障分队按计划到
岗到位：交通战备办公室开辟“绿色通
道”，人民武装动员办公室安排民兵进
行警戒，卫生动员办公室指导医护人员
跟班巡诊……各支分队互相配合、衔接
有序，构筑起一道立体保障网络。

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陶登奎说：“原以为承担这项
工作是单打独斗，没想到这么多部门前
来助阵，完成任务我们信心十足。”

（二）

9月 9日 14时，一大早就出发的威
海军分区报废武器运输车队一路风尘
仆仆，终于到达钢城区。让该军分区官
兵没有想到的是，下车后不到10分钟就
吃上了热乎乎的自助餐。

“饮食保障看似简单，而要保障到

位也非易事。”钢城区人武部保障科助
理员李明说，官兵每天完成销毁任务后
才吃饭，而每次销毁的数量都不一样，
这就导致开饭时间没有准头。怎样在
不固定时间的情况下让官兵吃上热饭，
成了物资供应保障组的头等大事。

为此，他们采取每天现场跟踪、估
算开饭时间的办法，确定制作热菜、热
食的时间节点。他们还根据现场作业
官兵不同的饮食习惯，科学调剂伙食，
尽力满足大家口味。饭前饭后，他们坚
持对就餐现场进行消毒和防疫检查，确
保不出现任何问题。

“关心销毁一线官兵生活的，不仅
仅是物资供应保障组。”该区国动委副
主任、人武部政委范盛海介绍说，报废
武器销毁工作展开以来，钢城区掀起一
股拥军热潮。

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莱芜分公
司及其特钢厂、钢城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区拥军协会各个会员单位带着食
品、饮料和生活物资，争先恐后地前来
慰问。他们说，咱钢城有了这么大的任
务，拥军绝不能落后。

“龙头摆起来，龙尾才能甩起来。”
济南警备区保障处处长王健说，钢城区
通过成立专门的组织领导机构，把各方
面的力量充分动员起来，营造出社会各
界关心支持军事行动的良好氛围。

（三）

9月 4日，领导小组副组长、人武部
部长赵清明接到电话：某军分区的报废
武器运输车辆在距高速出口2公里处抛
锚，请求支援。赵清明立即安排民兵汽

车维修分队前去抢修车辆。经过 20分
钟修理，抛锚车辆再次上路。该军分区
带队领导由衷地说：“为技术精湛的钢
城民兵点赞。”

参加保障的人员不仅技术过硬，而
且作风优良。现场警戒组成员李元突
患痛风，脚趾疼痛得右腿打颤，但他毫
不退缩，服药后继续参加警戒工作。他
说：“战场上讲轻伤不下火线，我这点小
毛病算啥！”

与李元一样，医疗组的医生王静也
把销毁现场当作“战场”。为了保障好

“战场”，她把尚在哺乳中的女儿送到乡
下让婆婆照看，自己一头扎进销毁现
场。每天除了巡诊发药，她还协助完成
多个现场的消毒工作，每天下班后，才
通过手机视频和女儿见一面。

那段时间，区人武部领导异常忙
碌，既要排兵布阵、督导落实，又要协调
军地、沟通上下，加班加点、和衣而卧是
家常便饭。

据统计，在销毁报废武器24天的时
间里，钢城区共动用各类力量2400余人
次，出动保障车辆 2600台次，引导报废
武器运输车辆 360余台次，提供各类物
资 3600余件，保障人员伙食 3000余人
次，无一出差错，无一出纰漏。

山东省国动委副主任、省军区司令
员邱月潮对钢城区的保障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你们的动员力量是一支平时
真练实备、战时经得起检验的过硬队
伍，这次‘应战’大考你们考出了高分。”

动员能力在“应战”大考中锤炼
—山东省济南市钢城区保障报废武器销毁侧记

■林 琳 张 磊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明奎

今年是新中国人民防空创立70周年，重庆市500余个防空防灾一体化示范
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不断增强社区群众的国防观念、人防意识。图
为10月20日，该市沙坪坝区壮志路社区组织人防知识宣传。 王诚洁摄

广 西
百 色

今年 10月 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日，也
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九九重阳节。“待到
重阳日，还来就菊花。”70年前，志愿军
官兵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战地
黄花分外香；70年后的今天，金秋的中
华大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依然让人
感到黄花分外香。

黄花分外香的赞叹，源于崇尚英雄
风气的回归。“裹尸马革英雄事，纵死终
令汗竹香。”随着各地纪念抗美援朝主
题活动的深入开展，杨根思、黄继光、邱
少云、李延年等英雄人物再次进入人们
的视线，屏幕前、展馆中、网络上，英雄
感天动地的事迹一次次让人们流下热
泪。英雄者，国之干，民之魂。一个国

家、一个社会，英雄多了，正气就充盈，
力量就强大，事业就兴旺。

崇尚英雄才能产生英雄。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通过高规格迎接志
愿军在韩烈士遗骸回国、集中迁建散葬
烈士墓穴，通过颁布英雄烈士保护法、
依法打击污蔑英雄烈士言行，通过为钟
南山、张伯礼、张定宇、陈薇等抗疫先进
个人授予“共和国勋章”“人民英雄”国
家荣誉称号，通过大力宣扬张富清、杜
富国等时代英模的感人事迹等，大力营
造尊崇英雄、热爱英雄、学习英雄、关心
英雄的社会氛围，英雄成为许许多多人
心目中最亮的星。

黄花分外香的喜悦，源于抗击疫情
取得的重大战略成果。三季度，我国经

济增速实现正增长，成为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以来全球第一个实现经济正增长的
主要经济体。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
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疫情
发生后，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人
民用1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疫情蔓延
势头，用 2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
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 3个月
左右的时间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
战的决定性成果，进而又接连打了几场
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歼灭战，夺取了全
国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

抗疫期间，我国医护工作者成功治
愈80岁以上患者超过3000人。疫情好
转后，生产生活秩序得以较快恢复，国
庆长假期间，国内出游人次超过6亿，人

民群众尽情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尽情
观赏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金秋美景。

黄花分外香的豪情，源于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主要目标实现在即。“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在诗人的笔下，菊
花是浪漫生活的寄托；而在河南内乡、
安徽颖泉、贵州黔西南等地农民的手
中，菊花成了脱贫增收的产业。不仅仅
是菊花，许许多多适合当地的种植、养
殖项目，都在帮助贫困群众拔掉穷根、
走向富裕。

今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
坚之年。为确保贫困群众如期脱贫，党
中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推出助力群众脱贫的一系列真招
实策，脱贫攻坚正以攻城拔寨之势顺利
推进。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
问题，即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得到解
决，“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日子将湮没
在历史的尘埃中，幸福像花儿一样的美
好生活正一天天、一步步变为现实。

今朝黄花分外香
■赵 杰 姜召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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