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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现场我在现场

初冬清晨，公交车沿着宽阔的柏油
路从山那边驶来，赶集的、探亲的村民
陆续下车，小小的元通村顿时热闹了起
来。坐在村口大树下，看着熙熙攘攘的
人流，徐义杰老人的思绪不禁有些恍
惚，记忆一下子回到几年前。那时出村
的黄泥路寒酸得很，村民想要进一次
城，或是出趟远门，半天都走不出去。

作为安徽省合肥市少有的贫困村，
2014年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时，元通村
的贫困发生率达10%。2016年初，合肥
警备区与市扶贫办对接，承担起对口帮
扶的任务。4年来，元通村的脱贫致富
路越走越敞亮，喜事也越来越多。

修了路，摔跤次数变少了

村民杨华胜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最
近不怎么摔跤了。

50岁的杨华胜小时候眼睛受过
伤，如今只能看见丁点光亮。行走在坑
坑洼洼的村道上，隔几天就会摔上一
跤，有次还把牙齿磕断了半截。

这两年，杨华胜发现自己摔跤的次
数越来越少。部队过来帮扶后，村里大
变样，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主干道浇
上了柏油，连田间地头的土路也铺上了
砂石做了硬化。前不久，公交车开进了

元通村，在村里设了站点，一天有 8个
班次。

让杨华胜感受到的变化远不止这
些。2016年，警备区为元通村引进了
光伏产业项目，帮助村集体增收的同
时，每年还给像杨华胜这样因残致贫的
贫困户固定收益；联系村里为其办理低
保、新农保，资助孩子上学，免费提供鸡
苗，教授饲养技术，连销售也全包了。
2019年年底，杨华胜一家顺利脱贫。

现在，杨华胜总说，等他攒够钱，要
去北京好好治疗一下眼睛，他想看看家
门口的那条扶贫路到底是啥样。

开了课，眼里色彩变多了

像村里的许多小朋友一样，小俊浩
最期盼的日子就是周末。

“不是孩子想着玩，而是更喜欢到
周末学堂上课。”元通村党总支第一书
记、扶贫工作队队长程进解释道，“村里
留守儿童多，节假日大多无人看管，易
出安全事故。为了让孩子快乐成长，于
是我们有了在村里办一家周末学堂的
想法。”

学堂的建设得到了警备区的大力
支持，不仅帮助改善软硬件设施，每年
还拿出一笔固定资金用于学堂日常开

支。2019年初，元通村小创客志愿学
堂正式改造完成。每到周末，孩子们就
会到学堂学画画、读名著、补习功课。
寒暑假，志愿者也会过来陪孩子们一同
学习、玩耍。

午后的学堂里，十几个画架上摆放
着孩子们各式各样的绘画作品，书桌上
还有几本忘合上的作文书和数学练习
册。在小俊浩的画本上，画着几架飞机
和坦克，他说：“老师告诉我当了兵就能
开上飞机和坦克，长大后我也要当兵。”

亮了灯，幸福滋味变浓了

杨大妈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能在家
门口看上大戏。

11月6日晚，元通村党群活动中心
人声鼎沸，巢湖市“送戏进万村”活动表
演正酣，这是该中心建成后举办的第一
场正式演出。“以前日子太穷，村民们没
啥盼头，文化生活几乎没有，加上村干
部威信不高，元通村各项建设严重滞
后。”警备区司令员李同柱说，“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我们
不仅要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更要让他
们的精神生活富起来。”

2017年，警备区机关党支部与元
通村党总支结对共建，警备区党委领
导带头到村里讲党课，培养优秀退役
军人进村“两委”……短短3年时间，元
通村党总支主动谋事干事的劲头足
了，村干部的威信也立了起来。“现在
有啥矛盾、困难，我们就找村干部唠
唠，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杨大
妈说。

今年，警备区再次投入 30余万元
帮助元通村建设党群活动中心，购置文
体活动器材。每到傍晚，活动中心的八
一爱民广场上，广场灯准时亮起，党徽、
军徽交相辉映，村民吃完晚饭就搭伴过
来看看电影、听听戏、跳跳广场舞，笑声
越来越多。

看完大戏回家的路上，杨大妈拨通
了城里女儿的电话，喜滋滋地说：“现在
这日子过得真是有滋有味……”

安徽省合肥警备区聚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统筹发展

元通村里喜事多
■刘小容 王 勇

陕西省宁强县

举办退役军人招聘会
本报讯 屈雪峰、王海军报道：11

月中旬，陕西省宁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联合县人社部门，在全县范围内举办退
役军人就业招聘会。招聘会上，南通大
地电气、越亚半导体等多家企业提供了
千余个岗位，涵盖仓储管理、运营客服、
实验室分析员等多个工种，岗位平均月
薪达5500元。活动现场，初步达成就业
意向的退役军人有50余人。

山东省新泰市人武部

帮扶贫困户持续增收
本报讯 刘守德、褚成东报道：近

日，山东省泰安军分区扶贫工作组来到
新泰市人武部对口帮扶的赵家庄村检查
扶贫工作开展情况。赵家庄村是山东省
省级贫困村，2014年，新泰市人武部对
口帮扶该村。6年间，新泰市人武部通
过修路通网、捐资助学、援建产业项目等
举措，有力激发群众脱贫致富内生动力，
实现低收入农户持续增收。

甘肃省陇南军分区

组织民兵分队集中训练
本报讯 马涛报道：近日，甘肃省

陇南军分区组织所属区县民兵应急分
队开展集中训练。集训筹备阶段，他
们成立了以军分区领导为组长，人武
部主官为成员的民兵训练领导小组。
训练设置了轻武器射击、手榴弹投掷、
卫生与救护、救灾装备器材使用等多
个课目，进一步提升该县民兵分队应
急处突能力。

本报讯 任宝荣、记者晏良报道：
11月 20日，西藏拉萨警备区授旗成立
首支民兵生态巡护分队，林周县退伍老
兵达瓦和其余 29名专业骨干光荣入
队，成为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力军。

地处拉萨市东北部的林周县，是
我国珍稀鹤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
颈鹤的越冬地。从每年9月份开始，当
地就会陆续迎来数万只黑颈鹤前来越
冬，至次年4月份离开。

为防止偷盗偷猎事件发生，拉萨警

备区探索建立“民兵+生态管理员”新
模式，他们从县林业环保部门、熟悉当
地地理环境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和退伍
老兵群体中抽调人员，组建民兵生态巡
护分队。

据悉，巡护分队每周组织 3次巡
逻，队员在巡逻途中及时发现并拆除偷
盗偷猎分子安装的捕兽夹装置、打捞河
道或湿地区域的垃圾、定期对周边村落
群众开展普法宣传等，军民一道保护珍
稀动物、保护好当地的生态环境。

西藏拉萨警备区

成立民兵生态巡护分队

11月 20日，新疆喀什军分区红其
拉甫边防连驻地已是风雪交加。整理
完内务后，士官韦波看了看室外的温度
计，上面显示：-23℃。

这天，连队的6名老兵将最后一次
踏上巡逻路，以边防军人特有的方式向
军旅生涯郑重告别。“这次巡逻本来没
有安排老兵参加，但他们主动找到连
长，坚决要求参加最后一次巡逻。”带队
干部刘小龙告诉笔者。

12时 许 ，巡 逻 官 兵 登 上 了 巡 逻
车。从连队到巡逻点位有 20多公里，
路程不长，可要翻越两座海拔 4700米
以上的雪山达坂，30厘米厚的积雪早
已将巡逻路和崖坡连成白茫茫的一片。

雪越下越大，车越开越慢。“前方道
路太陡，车辆不能再继续前行了。”驾驶
员蒋峰向带队干部报告。此时，距离巡
逻点位还有4公里的路程。

海拔越高，氧气越稀薄。在海拔
4700米以上的高原徒步行走不是一件
容易事。大家喘着粗气爬过一个又一
个陡坡，有时雪坡太陡，大家手脚并用
往上爬。“慢点，大家注意安全。”老兵马
雪强向身后的战友叮嘱道。

话音刚落，老兵吴天予大呼“不
好”，他的右脚卡在了狭窄的石缝中。

“天予，你别着急，我们现在就一起把
石头搬开。”韦波安慰道。语毕，大家
向吴天予身边靠拢，将身体倾向崖壁
的同时，每人伸出一只手合力将石块
挪开。几分钟后，吴天予的脚踝已经
肿胀得如同馒头一般。见状，老兵们
都说：“天予，我们轮换着背你过去！”

“这点伤不碍事。放心，我能行！”吴天
予坚定回答。伤口简单处理后，队伍
继续出发。

“你们看，界碑就在前面！”离点位
还有600米时，刘小龙大声喊道。经过
近5个小时的跋涉，巡逻队终于到达点
位。一路的疲惫，在看到界碑的那一刻
消失无踪。

完成巡逻勘察，向界碑告别的那
一刻，汹涌的情感冲开了记忆的闸
门。站在界碑旁，6名老兵一齐重温
军人誓词，随后逐个亲吻界碑，哭得
像个泪人。“不管你们走到哪里，你们
身上永远流淌着军人的热血，要永葆
军人的本色。到了地方，无论在哪一

个岗位，都要始终对党忠诚、作风优
良、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红其拉甫
边防连永远是你们的家。”刘小龙面
向老兵说道。

寒风中，6名老兵举起右手，最后
一次向界碑敬礼。“看云彩，看云彩，光
秃秃的哨所也有乐趣在……”风雪中，
只见他们唱着歌儿与界碑渐行渐远。

从此，界碑刻进了心里，边关留在
了梦里。

上图：老兵韦波亲吻界碑。
刘小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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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
旅“黑河好八连”官兵在辖区边境
一线执行巡逻任务。

郑耀耀摄

11月 26日，重庆警备区渝
中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组织官
兵为该所 102岁的离休老干部
王国选庆祝生日。图为老人在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传
展板前驻足，与官兵一起回顾近
年来党和国家发展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

余建锋摄

“按标准要求因地制宜建设‘三室一
库’，经费投入不多，但要素齐全、标准规
范。这个试点经验，我们也能复制推广。”
11月下旬，云南省大理军分区组织军地相
关领导来到大理州剑川县老君山镇，现场
观摩该镇武装部规范化建设成果。

剑川县位于大理州北部，与州府所
在地下关镇相距130多公里，老君山镇则
更偏，与剑川县城距离60公里。按说，老
君山镇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经济条件也
一般，为啥能成为大理军分区的试点？

“大理州下辖 112个乡镇、街道，大
部分都地处偏远山区。选择在老君山镇
进行基层武装部规范化建设试点，目的
就是为了让试点成果经验能在更大的范

围复制和推广。”军分区动员处处长高发
源解释说。据悉，该军分区在开展基层
武装部规范化建设试点活动之初，有人
曾提议将试点单位选在距离军分区机关
较近的乡镇或街道，这样一来，既方便军
分区机关面对面指导，又便于组织现地
参观和经验交流。

“试点贵在提供可复制的经验。”一次
专题会议上，大理军分区政委魏新的话引
发与会人员思考，“距离军分区机关较近
的乡镇和街道交通便利、经济发展较好，
在这些单位做试点，成效差不了，但试点
经验能大范围复制和推广吗？能在偏远
乡镇落地生根吗？我看要打个问号。”

近年来，基层武装工作形势任务的变

化对基层武装部的建设内容和标准提出
了新要求。“在这一背景下，为发展程度不
一、发展情况各异的乡镇和街道武装部提
供可复制、可推广、可操作的建设经验显
得尤为重要。”魏新说。会上，大家一致决
定将试点单位选在地理位置偏远、经济发
展相对滞后的剑川县老君山镇，逐步探索
规范基层武装部软硬件建设标准。

试点单位确定后，军分区机关遴选
了一名业务骨干在该县蹲点，与人武部
干部一道依照标准要求推动试点工作有
序开展。期间，军分区领导多次到该武
装部现地指导，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

目前,大理军分区正将老君山镇武
装部规范化建设经验成果向全区推广。

试点单位缘何选在偏远地区
——云南省大理军分区加强基层武装部规范化建设的一段经历

■本报记者 严 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