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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万人次；45万人。
这是今年全国抗疫期间，动用民

兵的总人次数和出动民兵最多一天的
人数。

17万余人；900多公里。
这是今夏防汛救灾，民兵配合解放

军和武警部队转移群众人数和加固堤
坝的长度。

2020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也是
深化民兵调整改革的重要一年。这一
年，中国民兵正以崭新面貌走上舞台。
他们用实绩证明：在披坚执锐的“中国
战车”上，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
军始终是轮之双毂、车之两辕。

强基

春节疫情严峻，女儿正在紧张备
战高考，江苏省灌云县民兵医疗分队
民兵廖素香却主动报名驰援武汉。“我
们也要像王继才和开山岛民兵哨所的
民兵们一样，牢记习主席嘱托，听从召
唤、服从安排！”女民兵臧艳、李莎莎、
林媛媛，与廖素香做出同样的选择，成
为“最美逆行者”。

“学王继才精神、当开山岛传人、做
新时代民兵”，是镌刻在开山岛的铮铮
誓言，也成为新时代民兵的孜孜追求。

诞生于血与火中的中国民兵，其基
本属性是一支战斗队，能不能用、顶不
顶用、好不好用，关键在强基。应急战
场检验了民兵教育成效。

疫情最严重时，某人武部担心抗疫
民兵有思想包袱，原本想开展一次政治
思想动员。可一调查摸底，担心是多余
的。民兵们个个奋勇争先，义无反顾。
有人说，习主席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抗疫
斗争，军地援鄂医疗队快速集结，全国
各地的抗疫物资源源不断驰援湖北、驰
援武汉，一想到这些，身体里就迸发出
一往无前的力量。

最好的教育往往来自亲身经历和
体验。2020年，民兵思想政治教育不但
从“面对面”变成了“屏对屏”“键对键”，
而且军地各级在探索“互联网＋民兵思

想政治教育”新模式时更加注重“亲身
经历”，越来越多的民兵被邀请到台前，
讲述自己的故事。一场发轫于抗疫一
线，自下而上总结推广的“五看五增强”
教育内容，由军委国防动员部推广至整
个国防动员系统，参与民兵超过百万。

教育植根于抗疫一线，和每个人息
息相关，感受到的是看得见的哲理、摸
得着的真谛。多个省军区（警备区）开
设新媒体账号，运用图文、音视频、表
情、符号等网络化表达方式，让这些故
事更加生动感人。

湖北省军区的微信公众号，是抗疫
期间民兵了解科学防疫知识的主要来
源；“浦东民兵”APP设有 20余个子栏
目，关注人群多为“90后”“00后”民兵；
安徽省军区打造的民兵思政教育“微”
课堂，推出不到 3个月吸粉 12万人，多
篇文章阅读量高达 10W+。“互联网＋
教育”成为增强民兵思想政治教育活力
的“驱动器”、提高效益的“倍增器”。

合力

“大不同！”这是干了14年武装工作
的江西省于都县人武部部长李章荣对
今年民兵整组训练的感受。

编兵，由各级军事机关主导，变为
地方国动委相关职能部门牵头，军地联
合编；点验，由军事机关“自弹自唱”，变
为军地专家联合点验，实施军地联考；
训练，由军事机关自训自保，变为聘请
地方专家当武教头，实施军地联训；演
习，由军事机关唱“独角戏”，地方领导
当看客，变为地方党委政府领导走进指
挥岗位，实施军地联演。

所有的“变”，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让民兵的脚步跟上战场的铁流。

军地协力，点验双赢。今年，湖南
省军区协调应急管理、人防等地方政府
部门和驻军单位，组成联合考核组，实
施整组点验。参与长沙市开福区人武
部点验的该区应急管理局局长王海感
受最深，这次联考让他们第一次摸清了
本地动员潜力，实现了应急管理体系与

民兵应急力量的有机衔接。
训练，是提升民兵支援保障能力的

根本途径。未来战争是联合作战，军地
协力联训联演，是抓好民兵训练的关
键。江西省吉安、上饶、抚州等多地军地
有关部门协力，联合制定集民兵组织联
编联用、基础设施联建联享、人才队伍联
培联育、保障措施联供联保等措施办法，
主动适应民兵保障类型多样化、任务领
域多维化、能力素质专业化的需求。

10月底，一场民兵对口保障军兵种
联训联考在海军某部拉开帷幕。不到
20分钟，一条崭新的输油管线就由台州
市民兵油料保障分队架设完毕。为提
高支援保障力，台州军分区按照“平时
联训、战时联战”的要求，加大专业协同
和联合行动训练比重，形成了联合编
组、联合训练、联合使用的机制，确保关
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

协同出战斗力。今年，上海、浙
江、河北、辽宁等多省市主动对接应急
管理部门，将民兵应急力量纳入政府
应急管理体系。应急管理部门常态抓
建抢险救援、森林防火、防汛抗洪等专
业队伍，省军区系统在重点吸纳社会
组织编建民兵应急队伍的同时，有针
对性补强地方应急专业队伍的短板弱
项和空白领域，有效避免了交叉编兵、
重复建设和多头指挥。

转型

革命战争年代，涌现过许多民兵英
雄。在北方，他们头扎白羊肚子毛巾；
在南方，他们头戴斗笠。刮风天，遮挡
漫天风沙；下雨天，遮挡如晦风雨。负
伤的时候，白羊肚子毛巾还可以包扎伤
口——这一度成为美国记者哈里森?福
尔曼镜头下的英雄符号。

新时代的民兵，又是啥模样？
全自动式遥控阻车器、多功能电击

抓捕器、爆炸物探测仪……11月中旬，
在广东省汕头市民兵集训场，有着博
士、硕士身份的民兵，操作着一大批“黑
科技”亮相。有观摩者惊呼：“今日民

兵，鸟枪换炮。”
随着民兵调整改革的深化，省军区

系统充分发挥地方的产业优势、资源优
势、科技优势，紧贴作战支援保障任务
需求，倾力打造与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相匹配的民兵力量，吹响了新时代民兵
建设转型升级的时代号角。

广东省在 21个地级市组建了民兵
网络防护分队；湖北省依托 300余家高
新技术企业成立电磁频谱、气象雷达等
新质民兵分队；重庆市组建空中侦察救
援、战备钢桥架设等新型民兵应急分
队，专业对口率达到 85%以上……多地
民兵新质力量占比持续上升，成为民兵
支援保障作战尖兵。

民兵建设重在用，不在看。战斗力
转型升级，应急应战行动是试金石。

“非常时期，为了保护您的生命健
康，请少出门、不聚集。”在年初疫情防
控期间，广东、浙江、湖南、江苏等地，纷
纷出动民兵无人机分队，给相关区域消
毒，悬挂扩音器进行疫情通报，宣传防
疫要点，不仅减少病毒交叉感染机会，
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4月 5日，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北
侧突发森林大火，山西省军区组织太原
民兵远程灭火分队携带6门灭火炮实施
跨区支援灭火，开启了民兵跨区远程支
援应急作战的先河。

7月 8日，安徽省歙县民兵连夜搭
浮桥，保高考道路畅通的画面出现在新
闻联播和各大网络平台，引来网友一片
留言点赞。

摘掉“土帽子”，换上“新衣裳”。今
年以来，为适应应急应战需要，省军区
系统各级积极贯彻落实科技强军战略，
大力加强民兵新质力量建设，推进民兵
队伍加速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
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由直接参
战为主向支援保障为主、由传统领域向
新兴领域的战略性转变。

回首2020年，相比于中国民兵近百
年建设发展的雄关漫道，虽是山水一
程，但这一程必将在波澜壮阔的强军之
路上气势如虹！展望2021年，中国民兵
在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指引下，必将
阔步前进！

换羽腾飞
■本报记者 石纯民 程 荣

湖北省汉川市刘家隔镇民兵应急
排基干民兵刘洋：回首 2020年，从年
初参加防疫，到年中防汛抢险，再到年
底军事训练，每一天都令人难忘。

1月 23日，武汉关闭离汉通道。
24日，我正在家和亲人吃团圆饭，得
知进出汉川市的所有通道也关闭了。
生活像被突然按下暂停键，大家不等
吃完饭就匆匆离席，回到自己家中。2
月 9日中午，汉川市人武部打来电话，
下达参加疫情防控的集结命令，部长
说：“民兵也是兵，关键时刻要担起责
任和义务，决不能撤退！”一席话听得
我激情澎湃，告别家人，前往镇武装部
报到，参加了应急仓库物资转运与看
守任务。

仓库执勤民兵只有5个人，每天需
要处理上百桶84消毒液，靠人工根本

无法转运。我主动向指挥部请缨，发
挥自己的特长，驾驶叉车转运防疫物
资。因为物资要随到随走，一天下来
几乎筋疲力尽。7天内我们转运的酒
精、消毒液、口罩、防护服共计40多吨。

人武部领导得知后，打电话表扬
我：“当初将你编入民兵应急队伍，就
是看中你会驾驶、修理叉车，学历也
高，如今果然发挥了大作用。”

我以前认为民兵承担的任务简
单，就是巡逻、执勤，协助维护社会治
安。加入这支队伍后，我才知道，民兵
也是应急应战的一支重要力量，遇到
急难险重任务，民兵一样冲在前。民
兵队伍里也不乏高学历、技术型人才，
有的还是所在领域的技术专家。

我所在的民兵排是镇疫情防控的
主力之一。我完成仓库执勤任务后，

回到镇抗疫一线。除了设卡管控，我
还主动充当“快递员”。道路管控后，
附近的村民出行不便，有啥采购需求，
都会给我发信息。我帮忙采购后，挨
家挨户送到村民手中。

父亲对我说：“也许不会有人记得
你的名字，不会有人记得你的样子，但
是我为有这么勇敢的儿子感到骄傲。”
那一刻，我哭了。

作为一名民兵，不负这身迷彩绿，
能奋战在抗疫一线，是我一生的荣耀！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人武部民兵
连长陈寿春：我今年 38岁，这一年我
因为参与抗洪“火”了一把。7月 11
日，东至县香隅镇龙江水厂临江侧堤
突发多处管涌。管涌不远处就是村
镇，如不及时处置，后果不堪设想。县

人武部组织 90名民兵紧急支援。抢
险从下午1时持续到第二天5时许，我
们共搬运黄土砂石 560多立方，在江
堤内筑起了高 3米、直径约 70米的半
圆形围堰。管涌险情排除后，我松了
一口气，才感到双脚酸胀，腿像灌了铅
一样沉重。费力脱下鞋子一看，我吓
了一跳：双脚长时间浸在泥浆里，被泡
得起皱发白，肿胀了一大圈。县人武
部部长南小勇看到后说：“别动，我来
给你拍张照片。”

当天回到人武部，短暂休息后，我
们又赶往木塔镇处置险情。到了晚
上，有媒体联系我，我才知道那张脚的
照片“火”了。大批网友的称赞让我愧
不敢当。我的那只脚只是抗洪大堤上
众多被洪水和泥浆泡皱的大脚中的一
只，我只是众多抢险民兵中的一员。

今年 8月，我有幸代表民兵站上
央视舞台，通过电视屏幕让“中国民
兵”的形象走进千家万户。这段经历
让我对民兵身份更加自豪，民兵也是
兵，扎根人民，服务人民。

我的脚伤早已恢复了，但腿上还
有伤疤，这些都是抗洪给我的勋章。

（陶成龙、蔡永连采访整理）

不负这身“迷彩绿”

中国民兵

本报讯 张恺、特约记者乔振友
报道：12月 22日，吉林大学预备一连
连长、大学生士兵代表李洋在该校征
兵宣讲会上分享自己的军营经历时，
多次被台下的掌声打断。“他是我成长
的榜样。”一名旁听的大学生说。

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冯正玉告诉
记者，预备连组建一年多来，不仅为部
队输送了大批优质兵员，而且成为校
园里一股强大的正能量辐射源。预备
连成员近一半是退役士兵，多在部队
立过功受过奖，他们本身就是很好的
学习榜样，传递了青春正能量。

2019年 5月，吉林省全面启动 64
所高校大学生预备连建设工作。这
一工作由学校党委统一领导，优秀退
役大学生士兵担任骨干，年满 18至
24周岁、身体健康、拥有良好政治和
现实表现并且经过兵役登记、有参军
意愿、热爱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大学生
都可报名参加。

吉林省征兵工作办公室、省国防
教育委员会和省教育厅联合组织编写
了《大学生预备连建设规范》，从组织
机构、编建方法等 8个方面对大学生
预备连的训练内容、工作流程、活动范
围等进行系统规范。

“启动这项工作的初衷，是为建
设高素质兵员储备基地，推进征兵
工作深入开展。”省征兵工作办公室
主任、省军区动员局局长王亚平提
供一组数据：2019年吉林省应征入
伍大学生，70%来自大学生预备连，
近半数预备连入伍成员在新兵集训
中获得表彰。

不只如此，大学生预备连在实践
中还发挥了更多效益。

——国防教育示范连。学校借
助大学生预备连，开展更多丰富多彩
的活动，因组织者、参与者都是大学
生，所以活动更贴近年轻人的喜好，
更受大学生的欢迎。不少高校国防
教育因此出彩、受表彰，例如长春科
技学院被教育部认定为“国防教育特
色学校”。

——学生军训标兵连。吉林大
学武装部丁照权老师自豪地告诉王
亚平，因疫情原因，驻军部队无法派
出教官，该校 2020级新生的军训工
作，全部由预备连成员组织。据了
解，各高校结合军事课教学，在抓好
军事理论学习的同时，通过集中开
展 学 生 军 训 和 常 态 化 军 事 训 练 活
动，使大学生预备连成为学生军训
的样板和标杆。

——校风校纪模范连。通过预备
役制教育管理，强化大学生预备连成

员纪律观念和团队意识，培养他们带
头维护校风校纪，实现由点到面的传
播影响和辐射带动，努力营造奋发有
为、健康向上的校园环境氛围。

面对正在逐步展开的春季征兵
工作，王亚平信心满满：“一年两季
征兵，更能凸显大学生预备连的作
用，目前吉林省高校预备连已达 84
个，成员 1万余人，是一个源源不断
的兵员储备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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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
么嘹亮……”12月 23日，新疆阿尔泰
山深处的白哈巴村被冰雪覆盖，室外
气温低至零下20摄氏度，白哈巴八一
爱民小学教室里却温暖如春。担任校
外辅导员的白哈巴边防连战士吕文强
弹着吉他，教学生们唱歌（如图）。

白哈巴村，被称为“西北第一村”，
位于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境内，冬季
寒冷漫长，村民们过着牧居的生活。
去年底，白哈巴边防连得知八一爱民
小学因暖气设施老旧，无法正常供
暖。阿勒泰军分区立即投资为学校修
建新型暖气设施。12月 4日，八一爱
民小学暖气改造竣工。

“军分区将探索从单纯发放助学
款到助能扶智的帮扶模式，为家庭困
难学生点亮希望的明灯。”军分区政治
工作部主任余鹏说。

徐明远、陈鹏飞摄影报道

情暖白哈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