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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郭守伟

国防论苑国防论苑

本报讯 王栋、仲崇岭报道：“大儿
子牺牲了，他又送二儿子，直到把 6个
儿子全都送上战场……”1月上旬，山东
省昌邑市委党校科级干部培训班开展
现地教学，学员们在龙池镇“渤海走廊”
革命斗争陈列馆“一门六英”雕塑面前，
聆听当年渔埠村孙阁田老人送儿上战
场的故事，听到动情处，个个眼眶湿润。

“渤海走廊”位于原山东昌邑、潍
县、寿光三县北部，地处昌潍平原与渤
海莱州湾结合部。抗战初期，胶东通往
鲁中的交通线被日伪军切断。山东党
政军民同仇敌忾、不怕牺牲，用鲜血和
生命保证了“渤海走廊”的安全畅通，大
批医药、弹药、粮食、棉花等战备物资，
经由此地运往各根据地，为山东和全国
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争硝烟早已散去，红色记忆历久
弥新。为传承好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近年来，该市建成2600多平方米的“渤
海走廊”革命斗争陈列馆，并以其为主
体打造了包括与之相配套的78处红色
村史馆、8处专题展馆在内的贯穿“渤海

走廊”全域的红色教育基地。这 87处
红色场馆将当年的“渤海走廊”革命斗
争历史呈现得更加完整、丰富和立体。

从小就在昌邑这片红色热土长大
的第80集团军某旅中士高骞深有感触
地说，他们家乡当年“一门四英”“一门
五英”甚至“一门六英”的模范家庭有很
多，涌现出了被敌人活剐 38刀而壮烈
牺牲的党员干部、踮着小脚日夜为八路
军通风报信的革命母亲、双腿炸断仍抱
着炸药包扑向敌人的钢铁战士……“我
之所以选择携笔从戎，是因为从小就受
到这些红色故事的熏陶，立下了从军报
国的志向。”

据了解，该市红色教育基地建成以
来，先后被省市县 20多家单位确定为
党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接待培
训团体 3660多批次，有 20多万党政干
部、社会群众、部队官兵、复转军人和青
少年学生来到这里，聆听历史、缅怀先
烈、激发斗志。如今，当地越来越多的
学校把“讲好昌邑红色故事，做好昌邑
红色传人”作为开学第一课。

“一处战斗遗址就是一座精神丰
碑，一段英雄事迹就是一本红色教材。”
该市市委书记、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吕
珊珊介绍，他们在不断扩大红色文化教
育基地规模的基础上，启动红色文旅小

镇建设，包括市委党校新校等多个党性
教育培训项目，用无数鲜血和生命凝聚
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更多军民在新
时代继续砥砺前行，为实现强国梦、强
军梦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山东省昌邑市发挥红色资源优势打造国防教育体系

87处场馆成为红色教育基地

红色资源承载着激情燃烧的岁月，
铭刻着革命先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而英勇奋斗的光辉历程，是对广大人
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载体，也是人
们缅怀先烈、陶冶情操的精神家园。

山东省昌邑市充分发挥“渤海走
廊”红色文化育人功能，构筑起多馆为
一体的全域性红色教育基地，对深化全
民国防教育、涵养干部群众的家国情怀

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何让红色基因焕发时代光芒，

是常说常新的课题。山东省昌邑市的
做法给人启示：蹚开内容经典化、形式
多样化、推广市场化的路子，不断推出
红色底蕴深厚、时代气息鲜明、深受
人们喜爱的独特品牌，使红色文化融
入百姓生活，在干部群众心中扎根，
在广袤大地上传播、传承，永远焕发
勃勃生机。

让红色基因焕发时代光芒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

征兵体检有序展开
本报讯 武建、王情情报道：1月 8

日，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组织辖内 3
所高校的 178名大学毕业生进行征兵
体检。

据了解，为落实好新冠肺炎疫情常
态化防控要求，该区所有进站工作人员、
体检人员都提前进行体温测量、健康码
登记；建立“一站式”体检站，当天完成包
括内科、外科、眼科、心电图、彩超等多个
项目检查，通过“全国征兵体检信息化管
理系统”，及时上传体检结果。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

传递爱心助力抗疫
本报讯 苏立国报道：1月上旬，辽

宁省锦州市古塔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
该区退役军人志愿者利用休息时间，开
展“送爱心口罩”志愿服务活动，受到当
地群众好评。

“传递爱心，助力抗疫。”针对部分群
众自我防护意识较弱的实际，他们在路
旁设立服务点，一边免费发放口罩，一边
宣传疫情防护知识，得到过往群众的支
持和点赞。

纳入履行国防义务严重失信主
体名单，不得被录用为公务员或参照
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3年内不
予办理经商手续……前不久，贵州省
安顺市西秀区发出公告，公布了对拒
服兵役、且被部队除名的罗某某的处
罚决定。无独有偶，广西南宁市武鸣
区政府网站也发布类似通告，一名大
学生新兵因拒服兵役，受到开除学
籍、列入失信名单、处以罚款等处理。

拒服兵役虽然只是个别现象，由
此带来的教训却发人深省。拒服兵役
人员明知依法服兵役是每个公民应
尽的义务，拒服兵役是违法行为，必
将受到严厉惩戒、付出巨大代价，缘
何依然我行我素、视法律如儿戏？

从表面看，许多青年在入伍前，
对军人职业的认知，很多时候只是
停留在感性层面，对军旅生活的了
解，也大多来自影视作品。当他们
踏入军营后发现，理想和现实相距
甚远，想象中勾勒的军旅之美被现
实中的铁马冰河惊醒，少数缺乏吃
苦精神的适龄青年就会适应不了
部队严肃紧张的训练生活，容易产
生惧怕和排斥心理，乃至打了“退
堂鼓”。

深层次上讲，与家庭教育、学校
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相对缺失有关。
资料显示，拒服兵役人员大都具有高
中以上学历，有的还是在校大学生。
之所以拒服兵役，一个不可忽视的因
素是，许多人自小生活在父母的庇护
包容之下，生活在学校的宽松环境之
中，很少经受风吹浪打，以致精神之
钙严重流失，肩膀承重力并没有随着
年龄增长而水涨船高。社稷之责、家
国之情、青云之志，并没有真正印刻
于心、融入灵魂、化为行动。当面对
苦累、面对奉献、面对奋斗时，选择自
我逃避、自我放弃、自我淘汰也就在
所难免了。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
强。”广大青少年是社会发展的未来
和希望，他们的样子决定着国家和民
族未来的样子。就此而言，无论是家
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还是时
下正在广泛推进的国防教育，都必须
把青少年学生摆在重要位置，多管齐
下、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共同发力，
既要补足精神之钙，使其理想远大、
信念坚定、志存高远；更要强其心智

和体魄，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
践活动，让他们多在风雨中练一练，
多在烈火中烤一烤，锤炼初生牛犊不
怕虎、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刚健勇毅。

如此，拒服兵役的现象必将越来
越少直至销声匿迹，更多的是，大批
拥有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
砥砺奋斗的优秀青年，源源不断地汇
入钢铁长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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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吴成勇、特约记者乔振友
报道：1月 11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签约
仪式在辽宁省朝阳市某企业举行。喀
左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与这家企业
签订大学毕业生员工入伍“带岗征集”
协议。至此，该县已与区域内 47家规
模以上企业建立大学毕业生员工征集
良性互动机制。

“推出这项惠企、惠兵、惠民政策，
是倒逼出来的。”县人武部领导告诉记
者，截至2020年12月底，县里适龄大学
毕业生报名人数不多，远低于计划任务
数。为此，他们组织召开春季征兵工作
推进会议分析原因，决定采取“拓宽渠
道、多方引才”的办法破解大学毕业生
征集难题。

到新兴市场里征集。随着这个县
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当地经济开发区
成了吸收人才的“洼地”，仅去年就有
400余名大学毕业生回流。为鼓励企
业大学毕业生入伍，县人武部向每家企
业派驻 1名专武干部进行一对一精准
发动，与企业签订“带岗征集”协议，明

确在岗报名应征入伍的员工，每月由企
业发放基本工资，退伍后复工，军龄记
为工龄；对刚毕业或应届毕业的大学
生，入伍前与企业签订用工意向书，退
伍后经企业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优先
推荐到党建部门工作。

到新入公职人员里征集。他们会
同县委组织部和人社局，重点加强对适
龄大学生村干部和事业单位新进大学
毕业生进行动员，推出保留人事关系、
发放基本工资、退役后优先晋级选岗等
优惠政策。

到社会人才中征集。人武部组织
征兵人员参加“辽宁省推进农民工就业
创业暨就业扶贫交流活动”和“辽宁省
返乡农民专场招聘会”。在喀左县主会
场，有 40余名大学毕业生争相咨询相
关政策。同时，协调县委组织部、人社
局和教育局，从今年报考公务员和特岗
教师落选的适龄青年中挑选苗子，安排
专武干部逐个对接动员。

日前，该县高校毕业生报名应征数
达征集任务1.5倍。

辽宁省喀左县

破解大学毕业生征集难题

1月初，湖南省辰溪县人武部组织民兵帮优抚对象抢收脐橙。
徐小平摄

本报讯 余志宾报道：心理不适应
有哪些表现？如何做好与家人的沟通
交流？解决矛盾问题有哪些好方法？1
月上旬，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双拥办组
织“送讲座进军营”活动。在驻军某部
会议室，心理专家与官兵围坐在一起，
以“经营家庭关系、促进和谐幸福”为主
题进行交流。

据介绍，该区双拥办紧紧围绕驻军
官兵家庭生活中遇到的焦虑和困惑事，

邀请专业团队进军营，推出“夫妻关系、
科学育儿、应急救治”等课程服务，定期
组织专家难题会诊，采取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从专业角度帮助官兵剖析家
庭矛盾问题、制定疏导措施。

前不久，一对军人夫妻找到双拥办
倾诉苦衷：由于长时间两地分居，双方
平时沟通交流少了，“小矛盾”“小口角”
多了，影响了夫妻感情。双拥办立即协
调心理专家“把脉问诊”，并开出专属

“药方”，帮助夫妻二人共同渡过难关。
此外，他们还通过建立健全常态化

军地协调机制，围绕官兵日常工作急需
急盼的问题，谋划升级双拥工作，定期
召开军地协调会、双向交流会，把好事
实事办在官兵心坎上。

据了解，去年以来，该区双拥办先
后为驻军部队破解大龄官兵婚恋、随军
家属就业、干部子女入学等8类50余个
问题，受到部队和军人军属的好评。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双拥办

好事实事，办在官兵心坎上

本报讯 刘立国、刘超凯报道：“您
好，请问您从哪里来？请出示通行证，
谢谢配合。”1月11日，笔者在河北省宁
晋县高速公路出口看到，10余名身着防
护服的民兵正有序排查过往车辆。

疫情就是命令。连日来，该县人武
部着眼疫情防控工作实际，在完善多份
应急预案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民兵作用

和优势，对高速路出入口、大型商圈进
行排查，并对火车站、客运站等进行巡
检，严格落实相关检测措施，确保做到
无盲区、无遗漏。

此外，他们下发《民兵参与疫情防
控工作实施办法》手册，对操作流程、执
勤手势、文明用语等内容进行规范；与
当地相关部门联防联控，强化疫情监测

报告，建立疫情报告值班等制度。
民兵成为疫情防控的重要力量。

笔者在该县高速收费站入口看到，执
勤民兵礼貌地拦停车辆后，一边给车
内人员检测体温，一边仔细询问车辆
来地和去向，登记好电话号码等信息
后，还不忘叮嘱驾乘人员戴好口罩，做
好个人防护。

河北省宁晋县人武部

疫情防控，民兵上阵挑重担

1月上旬，四川省广
安军分区组织民兵展开应
急演练，通过对基础体能、
应急救援、野外生存、紧急
避险等课目的强化训练，
全面提升民兵队伍应急应
战能力。

上图：该市民兵快速
通过染毒地段。

左图：该市民兵进行
武装越野拉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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