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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强军同行与强军同行

征 兵 工 作 进 行 时征 兵 工 作 进 行 时

提着春联和年画、捧着新兵入伍奖
励金，1月14日，安徽省金寨县南溪镇武
装部部长黄世畅同该镇退役军人服务
站站长张玲一道，走进南溪籍现役军人
和退役军人家中慰问。临别时，他们总
不忘说一句：“咱们的新家已经建好，欢
迎你们常回家看看。”

时针拨回到 2019年 11月的一天。
那天刚上班，南溪镇党委书记吴旭就接
到了一通求助电话：“吴书记，您能帮我
查查南溪镇的烈士名单里有没有潘荣
初这个人吗？”

来电人是潘荣初的儿子潘仲平。潘
荣初是六霍起义领导人之一，1926年起
在金寨从事农民运动，1932年在战斗中
牺牲，就地安葬在南溪。家人寻了几十
年，一直没有寻到烈士的长眠之所。一
次偶然的机会，潘仲平从一本回忆录里
找到父亲在南溪镇牺牲的线索后，几经
辗转找到了吴旭。

撂下电话，吴旭立即联系南溪镇

退役军人服务站帮助寻人。埋首故纸
堆整整 7天，服务站工作人员终于找
到潘荣初的资料。信息比对无误，电
话那头，已是耄耋之年的潘仲平泣不
成声。

这件事，给南溪镇党委一班人带来
新的思考：如何把南溪的优抚工作和武
装工作做得更好？当月，南溪镇党委召
集相关部门召开专题会议，根据武装部
和服务站的工作职责、服务人群等存在
交叉重叠的实际情况，做出“将基层武
装工作与退役军人服务工作一体推进”
的决定。

2020年 6月，南溪镇武装部和退役
军人服务站联合办公楼正式竣工，“部
站融合”有了专属阵地。办公楼一楼为
两部门联合对外服务大厅，设有数个服
务窗口，武装部的“三室一库”也在一
楼，方便民兵应急出动；二楼为南溪镇
军史馆和“老兵之家”；三楼是“青年民
兵之家”。整整1个月，工作人员忙得不
亦乐乎，挨个给南溪籍现役、退役军人
打电话，告知他们：“新家已建好，欢迎
回家。”

2020年 8月 14日上午，服务大厅来
了一位陌生人，没言语，只环顾一周后
便离开，大家都觉得奇怪。下午刚上
班，数辆摩托车停在大厅门口，领头的
便是上午那个人。走进大厅，一群人面
露喜色：“我们老兵可算有家了。”

去年，退役军人张峰打算回乡创
业，电话打到服务大厅。了解情况后，
黄世畅和张玲一起为他出谋划策寻找
合适的创业项目，并争取到一笔退役军
人创业贷款。很快，占地 300多亩的蔬
菜、中草药生态种植园建成了。为回馈
组织关爱，张峰在当地招聘了26名贫困
群众到园内工作。

去年年底，这 26人全部加入了由
当地退役军人组成的志愿者服务队，廖
杰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天，他跟着服务
队走村入户引导村民移风易俗，并适时
开展征兵宣传。截至 2020年年底，返
乡创业的南溪籍退役军人共有 16人，
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 2000余个；退役
军人志愿者服务队在 12个村街陆续设
立站点，志愿者增至200人。

新年上班第一天，张玲给黄世畅提
供了一份名单，这是服务站整理出的全
镇退役军人信息。正在筹划新年度民兵
整组的黄世畅看到后欣喜不已，这正是
编建民兵队伍的优质资源。几天后，黄
世畅也将该镇现役军人信息汇总整理了
一份交到张玲手中，为事务站工作开展
提供新的抓手。

通过近 1年时间的摸索，“部站融
合”带来的国防效益和社会效益正慢慢
显现。南溪镇文化站站长李祥峰也打
算加入这支小分队，“文化站出人出力，
和武装部、服务站一起组建一支红色文
化宣讲队伍，集中力量开展国防教育、
征兵宣传，也为南溪红色旅游宣传添一
份力。”李祥峰说。

前不久，金寨县人武部将大别山
精神——“坚贞忠诚，牺牲奉献，一心为
民，永跟党走”16个字做成巨型灯箱安装
在办公楼楼顶。部长蔡振宁说：“我们要
把这座办公楼打造得亮丽、暖心，让南溪
现役、退役军人一看到这里，心里就踏
实；一来到这里，就像回到了家。”

眼下，新年度征兵工作全面铺开，
黄世畅的电话响个不停。采访结束临
别时，他们对笔者说：“我们还有未联系
上的南溪籍现役、退役军人。方便的
话，请帮我们打个广告，告诉他们：返乡
时记得来这认个门，这扇门永远为他们
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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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刚报道：近日，北京化
工大学召开优秀退役大学生士兵表彰
大会，36名刚刚退役复学的大学生从
北京市教委、征兵办、军训办领导的手
中接过荣誉证书。

“大学生士兵全程化培养计划”是
北京化工大学征兵工作特色之一。该
计划自 2015年开始实施，涵盖青年学
生入伍前教育、服役中关怀和退役后
培养3个阶段。

在征兵宣传和入伍前教育阶段，
学校通过组织“我是一个兵”座谈、“新
兵体验营”等活动，让有从军志向的青
年学生与退役大学生面对面交流，加
深对军队的了解，坚定入伍志向；在教
室、宿舍、餐厅、广场等区域的视频终
端滚动播放征兵宣传片、国防教育片，
让学生随时随地接受国防文化熏陶；
通过微信公众号“北化国防教育”讲述
军旅故事，介绍优秀大学生士兵的先

进事迹。线上线下齐发力，在校园营
造浓厚崇军尚武的氛围。

“兵送走、不撒手”，2005年以来，
该校开始组织师生前往基层部队回
访看望从该校入伍的新兵。“学生从
我们这里送走，我们就是‘娘家人’。
回访就是为了了解学生在部队的学
习工作情况，鼓励他们在部队建功立
业。”武装部老师说。从西北高原到
南海岛礁，从东北雪原到西南边陲，

回访小分队累积行程达 5万余公里。
该校还会根据学生服役期间的表现，
评选“化大之星”，并给部队寄去奖状
证书。

出口关乎入口，退伍连着入伍。
大学生退伍返校后，学校通过举行入
班仪式和退役士兵表彰大会，帮助退
役复学的学生尽快融入新的班级。
2015年，该校开始施行“1+1+1计划”，
通过为每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指定优秀
在校生和学业指导老师的帮带模式，
解决退役大学生士兵的学业难题，同
时积极推荐优秀退役大学生士兵免试
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为退役学生宿舍悬挂光荣牌、组
织退役学生参加教育部军事课教学展
示和北京高校军事特训营……在北京
化工大学，“当兵光荣”的校园氛围眼
可见、耳可闻，对征兵工作开展产生了
积极、持续的推动作用。

北京化工大学武装部实施“大学生士兵全程化培养计划”

“闭环”培养模式暖心贴心

本报讯 汤俊、记者樊晨报道：1
月 13日晚，上海市征兵办发布《我辈
请长缨》征兵宣传片，迅即在复旦大
学退役大学生士兵的朋友圈刷屏，并
通过他们实现了二次传播。一时间，

“参军入伍”成为该校师生津津乐道
的话题。

“身份一致、具有高度认同感，发
动退役大学生士兵开展征兵宣传，会
起到示范带动作用。”复旦大学武装

部军训征兵办副主任范科琪介绍。
基于这一认识，武装部一直鼓励退役
学生在课余时间积极参与到学校武
装工作中。

复旦大学武装部微信公众号“复
旦国防育人”，就是由退役大学生士兵
经营维护的，内容包括征兵育人、国防
育人、军训育人等板块，定期宣传已经
退伍复学或正在服役的复旦学子的精
彩军旅故事。前不久，一段讲述该校

新闻学院研究生周景二次入伍的视频
在公众号发布后，引发师生广泛关注，
当天武装部就接到不少学生打来的应
征咨询电话。

程梦兰是“复旦国防育人”公众号
的编辑之一，也是一名退役大学生士
兵。她的战友、医学院学生张天龙则
是学校国旗护卫队的成员，也是该校
的征兵宣传形象大使。张天龙与新闻
学院学生张云飞同为学校国旗护卫队

的首批队员，在海军仪仗队服役的经
历使他们成为学校国旗护卫队的骨干
力量。2020年，材料科学系 2018级学
生苏比?艾合买提在加入学校国旗护
卫队后，受队里退伍老兵的感染，毅然
选择参军入伍，如今已是一名光荣的
边防军人。

每年新生入学，这些退役大学生
还要承担新生军训任务。作为组训骨
干，他们和新生一起在训练场上摸爬
滚打，并通过言传身教，帮助新生牢固
树立国防观念。

眼下，新年度征兵工作有序展
开 ，退 役 大 学 生 们 再 度 忙 碌 起 来 。

“ 学 长 ，大 学 生 入 伍 有 哪 些 优 惠 政
策？”“部队伙食怎么样？”面对学弟
学妹接连抛出的问题，他们耐心回
答，并分享经验。截至发稿，该校已
有 89名大学生上站体检，30余人进
入政治考核程序。

复旦大学武装部注重发挥退役大学生群体辐射作用

“身边人身边事”可信可学

本报讯 张志强、特约记者靳宪
彬报道：1月17日，2021年天津市大学
生网络征兵宣传直播活动在南开大学
学生活动中心举行。活动现场，3名身
着迷彩服的教师通过直播，与大学生
进行线上互动。说起来，这3人来头可
不小，他们都是师生眼中颇有声望的

“武教头”。
高校武装工作效果好不好，师资

队伍是关键。南开大学武装部的 3名
教师都是退役军人，开展征兵工作具
有天然的优势。

部长赵清泰曾在武警某部服役近
30年，从武警部队到高校武装部，从
带兵人变身一线武装工作者，岗位和
身份的转变让他对征兵工作有了更多
思考。“部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
就征什么样的兵。我们把的是兵员的

入口关，只有把关口把住了，才能确保
兵员质量过硬。”赵清泰说。

负责军事理论课教学的曹波去年
刚从某军事院校转业，多年积累的军事
课教学经验，让他的授课深受学生欢
迎。“靠一支粉笔、一张嘴就让学生跟着
你走的教学思路不灵光了。”曹波老师
说。近年来，武装部持续推动军事理论
课教学线下讲授与线上慕课相融合、基

本教材与教学读本相配套、专题研讨与
小班讨论相衔接，还经常请退役大学生
士兵登上讲台讲述自己的军营故事，协
助教师进行授课实践活动。如今，三尺
讲台成了学校重要的征兵宣传阵地。

阿依古丽是2009年南开大学唯一
一位在读研期间入伍的女兵，毕业留
校后主动申请从事武装工作。认真、
细腻、耐心的她，是学生眼中的“知心
姐姐”，不论是组织征兵宣传、新生军
训，还是新兵进入军营后遇到烦心事，
大家都乐于向她请教、寻求帮助。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在该校
武装部持续推动下，征兵宣传已经纳
入该校就业教育日程、国防教育实践
育人活动纳入该校人才培养体系，青
年学生支持国防、尊崇军人的氛围
浓厚。目前，南开大学已有 22名大学
生通过全国征兵网应征报名。

南开大学武装部坚持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武教头”抓征兵有板有眼

村村通路路灯亮，家家有房房敞
亮。深冬，大山里的气温越来越低，但
四川省通江县胜利乡瓦窑坪村村民的
脸上都挂着暖暖的笑容。

瓦窑坪村位于秦巴山区深处，曾是
一个典型的高山贫困村。2014年年末，
通江县人武部开始对口帮扶瓦窑坪
村。派驻该村的扶贫第一书记闫昭明
回忆，当时全村只有一条坡陡弯急的机
耕道，四轮车很难通行，他花了将近两
个小时才从乡政府走到村委会。全村
205户 803人，建档立卡贫困户多达 69
户258人，青壮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留
守的大多是老人小孩。

闫昭明将情况向人武部党委作了汇
报。几天后，人武部组织干部职工分批
进村开展调研走访、制订帮扶措施。两
年时间里，他们先后协调资金帮助翻新
硬化4.8公里长的通村公路、新建3.6公
里长的村道、新修 1个集中供水站和 11

口分散净水池，实现自来水安装到户。
改善了基础设施，县人武部将更多

精力投入到产业扶贫中，通过定向培养
和精准培训，让贫困户掌握拔掉穷根的

“金钥匙”。瓦窑坪村田少土薄，县人武
部邀请农技专家实地走访后决定，帮助

该村发展适宜当地土质状况的藤椒种
植业。

2018年，人武部协调资金 40余万
元帮助瓦窑坪村建起了占地近200亩的
藤椒产业园。项目上马之初，人武部工
作人员天天陪同技术专家进村指导村
民平整土地、播种育苗，进行田间管
理。待作物成熟后，人武部还承担起了
部分采摘和销售的工作。2018年年底，
瓦窑坪村顺利脱贫。

摘帽不摘责任。人武部持续发力，
通过寻求政策倾斜、技术支持、争取贴
息贷款和帮助打通销售渠道等办法，降
低当地群众返贫风险。

种下小藤椒 日子更红火
■吕 革

1月13日，湖南省醴陵市人武部军事科参谋何宇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
人员一起来到醴陵籍现役军人黄宪承的家中送喜报。图为他们和黄宪承视频
通话，一同分享喜悦。 罗 武摄

安徽省岳西县人武部

国防教育走进校园
本报讯 谢婷婷、胡熠报道：1月上

旬，安徽省岳西县人武部在毛尖山乡中心
学校组织开展“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
活动现场，人武部和县人防办工作人员向
师生宣讲新修订的国防法、讲解人民防空
知识，并邀请抗美援朝老兵储松山讲述战
斗故事，进一步增强学生们的国防观念。

兵团第一师人武部

组织民兵应急演练
本报讯 冯仁海、贾广宇报道：1月

上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人武部组
织民兵分队开展应急演练。演练采取基
础训练和战术训练相结合的方式，穿插
进行紧急避险、野外扎营、搜索围捕等课
目，在近似实战化背景下练军事、练保障、
练技能、练作风，提高基干民兵应急能力。

2021年 1月
9日至 22日，北
京师范大学珠海
园区举行2020级
本科新生军训。
训练期间，学校
通过开展线上征
文朗诵比赛、内
务评比、“我与祖
国共成长”板报
竞赛、军事运动
会等活动，不断
增强参训学生的
训练积极性。

罗强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