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院军属多一分荣光，前方将士
就多几分力量。近期，某部结合年终
总结工作举办了隆重的表彰活动，活
动中，他们请军属走上舞台，亲手为
获奖家人颁发荣誉奖章。这一暖心
举措，让军人的牺牲奉献得到肯定的
同时，也让军属见证荣光、共享尊崇，
其做法值得点赞。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让军人
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推进军人
荣誉体系建设”，让军属和军人共享
荣光，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如此，一
方面起到表彰军人家庭、温暖凝聚军
心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利于营造全社
会心系国防、拥军优属的良好氛围，
激发更多适龄青年参军报国。

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地无数军
属舍小家为大家，父母送儿上前方、
妻子送郎上战场的事例比比皆是；解
放战争时期，淮海战役，60万官兵的
身后是540多万支前百姓，这些普通
百姓中很多都是军属，是他们用小推
车推出了战争的胜利；和平年代，灾
难来袭，军人勇敢逆行，坚守在抗震
救灾、抗洪抢险一线，军属们则把牵
挂深埋心底，竭力在后方辅助做好保
障工作……

军人闻令出征，将边陲冷月和战
地黄花酿成美酒，与英烈共饮、与岁
月同醉；军属辛勤持家，把生活百味
和柔情万种折成纸鹤，同望千里之
外、共盼早日归乡。正如歌里所唱，

“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
半。”每一位冲锋在前的官兵，都离不
开军属的坚定理解与支持。军人不
易，军属亦不易。军人在前方备战，
军属则倾注满腔心血扛起家庭重担，
他们义无反顾地将爱祖国与爱家庭、
爱事业完美统一，在自身岗位上做出
贡献的同时，用责任与担当、坚韧与
执着，生动诠释了“报国有你，守家有
我”的家国大爱。

军 属 牵 动 军 心 ，落 实 彰 显 关
爱。各级领导要多支持鼓励官兵用
真心、真情、真爱去呵护和经营家
庭，努力打造幸福安定的“大后方”；
通过隆重的仪式感，邀请军属走进
比武现场、登上颁奖舞台，亲手为官
兵颁奖，积极营造共享荣光良好氛

围；开展“最美军嫂”“文明家庭”等
评选活动，提高军属的荣誉感；协调
解决家属就业、子女上学等实际困
难，联合地方携手出台军属优待政
策，开通“军属公交”、实现“送暖上
门”、为来队家属提供“一站式”便捷
服务……如此，把暖心举措送到军
属心坎上，不断激发军属归属感、获
得感、幸福感，从而使军人更加安心
练兵备战、建功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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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少亭报道：1月中
旬，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征兵办组织
辖区 5所高校、12个街道以及区人武
部的 59名廉洁征兵监督员进行专题
培训。

泉山区人武部政委杜法祥告诉记
者，今年是兵役制度改革后的第一次
春季征兵，期间正逢春节，为防止有些
人很可能会借访友、祝福的名义，搞不
正之风，他们主动前移监督关口，对廉
洁征兵监督员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推
进廉洁征兵全员落实、全程落实。

履职监督严不严，把握政策是关
键。培训中，区征兵办有针对性地选择
了《征接兵“八不准”纪律》《关于进一步
加强廉洁征兵工作的通知》《关于坚决
纠治征兵“微腐败”几个具体问题的通
知》等10多项政策规定，以宣读文件、解
读政策、通报案例、摘要汇编等形式，组
织监督员系统学习征兵工作有关要求，

着力提高监督员依法监督、规范监督的
水平。

与此同时，区征兵办邀请区人武
部、公安局、卫健委等单位的征兵工作
负责人围绕征兵工作流程、政治考核、
体格检查等内容进行授课辅导，让监督
员进一步了解征兵工作程序步骤、标准
要求，更好理清监督思路、掌握监督方
法、把握监督要点。

“监督员只有深入群众、依靠群众，
才能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区征兵办领
导介绍，为让监督员提高工作效率，他
们在规范了“听取群众意见、参与跟踪
检查、开展明察暗访、交叉巡察督导”4
种监督模式的基础上，引导廉洁征兵监
督员时刻不忘监督职责，多与群众沟
通、多听群众呼声、多看群众反映，做到

“耳聪、目明、情切”。
监督员刘航延，来自泉山区永安

街道办事处。在培训现场，他告诉记

者，此次业务培训让他较为系统地了
解掌握了监督工作的相关内容，作为
廉洁征兵监督员，他一定会和同事们
一同坚守底线、牢记职责，织密廉洁征

兵“监督网”。
据悉，培训结束时，区征兵办还向

廉洁征兵监督员发放了聘书和《监督说
明卡》，确保征兵监督不走过场。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结合“一年两征”组织廉洁征兵监督员业务培训

扎紧“篱笆墙” 织密“监督网”

本报讯 刘坤华、记者冯强报道：
“同和镇，现在对你镇参训民兵进行呼
点。”近日，广西平南县人武部作战指挥
室内呼点声此起彼伏，所属应急基干民
兵齐装满员展开新年度训练。

记者在作战指挥室看到，所属乡镇
基干民兵应急排的训练画面在电脑上
一览无余。随着指挥员的呼点，工作人
员将画面切换至大屏幕上，被点名的基
干民兵迅速跑步至摄像头前答“到”，然
后自行归队，整个过程井然有序。人武
部部长李昌铭介绍，此次依托新建成的
武装工作 OA系统组织全县基干民兵
应急连、排训练，人员到位之齐、参训热
情之高令人振奋。

武装工作 OA系统集公文收发、事
务管理、业务审核、视频会议等多种功
能于一体，打通了人武部和各乡镇武装

部之间信息链路，提升了基层武装工作
质效。

采取视频抽查的方式，对民兵训练
情况进行督导检查，有效提高了民兵应
急分队训练质效。训练中，人武部在确
保安全不泄密的前提下，利用武装工作
OA系统，对所属应急基干民兵的参训
情况进行全程调控、全程呼点、全程检
查。思旺镇原先只动员了 16名应急队
员，听说人武部将对训练情况进行全程
现场直播，现场呼点参训民兵，并对参
训情况拉榜排名，该镇武装部部长苏湘
俊第一时间将应急队员全都召集到
位。苏湘俊说：“以往组织民兵训练还
真存在人员不到位的问题，现在动了真
格，我们必须将队伍编紧抓实，杜绝出
现‘抽屉兵’的现象。”

训练场上，县基干民兵应急连到

位率达 90%以上，练兵场上个个嗷嗷
叫。综合勤务排排长李克勇是一名退
伍老兵，在部队服役时就是训练标兵，
他一口气组织全排民兵对去年所训的
8个课目进行练习，一步一动正规严
格。训练间隙，他深有感触地说：“加
强实战化训练是今年军事训练的重
点，从年初开训就鲜明树立起瞄准强
敌、从严施训的导向，队伍才会越抓越
强、越练越精。”

民兵工作，需要军地形成合力，而
打通从县一级军事机关到地方乡镇的
链路至关重要。县委书记、县人武部党
委第一书记周仕志说，这次利用武装工
作 OA系统对全县乡镇的基干民兵应
急分队参训情况进行全程掌控，就是为
了军地能联合督导，确保形成军地合
力，切实提高民兵队伍的双应能力。

广西平南县人武部依托信息化手段提升民兵整组质效

呼点此起彼伏 训练全程直播

本报讯 范奇飞、徐俊斌报道：1
月 20日，辽宁省军区大连第七干休所
门诊部值班室里一阵急促的铃声突
然响起，医护人员根据电子屏幕显示
的单元楼号、姓名和个人健康指数，
立即携带抢救器材赶往患病老干部
家中及时处置，使患者转危为安。这
是大连军分区所属干休所应用应急
救护系统，开展智能化养老模式带来
的结果。

大连军分区所属干休所现服务保
障600多位老干部，他们普遍进入高年
龄、高发病的“两高”期。如何提升服
务保障质量，让这些老干部晚年生活
更幸福？2020年初，该军分区党委决
定，由干休所定制需求，经过招标与一
家健康科技公司合作研发了适合老干
部健康看护管理的系统。这套系统综
合运用网络、蓝牙、红外探测、远程报
警等技术手段，并安装智能腕表、非接
触睡眠监测仪、室内呼叫器等辅助监
测设备，不仅实现了智能化看护、亲情
化服务，还能对外出的老干部进行远

程定位、实时监测心率血压。如果老
干部遇到突发紧急情况，只需按一下
呼叫按钮，系统就会瞬间预警。医务
人员接到报警后，根据平台地图便能
迅速获取老干部位置，在最短时间赶
到身边。同时，干休所的平台管理系
统还能根据回传数据，对老干部健康
档案进行有效管理，并提供实时在线
咨询、个性方案定制、健康干预指导等
多种服务。

一天凌晨，大连第八干休所门诊
部值班医生王英姿突然接到报警，她
来到监控室应急定位呼叫系统前，通
过视频显示了解到，远在海南的老干
部胡承道血压异常升高。王英姿立即
与胡承道的家人取得联系，询问其身
体状况，并及时给予了医护指导。

大连军分区领导介绍，着力打造
看护无死角、服务全时空的智能化健
康看护管理，是军分区落实做好新时
代离退休干部工作的重要举措，满足
了老干部院前救治“早期预警、实时监
测、紧急呼救、自动报警”等需求。

辽宁省大连军分区

智能化养老提升老干部幸福指数

寒风凛冽、大雪纷飞。隆冬时节，新
疆玛纳斯县的气温一度降到零下28℃。

“嘟嘟嘟……”1月 11日，天刚蒙蒙
亮，伴着急促的哨音，该县 100余名专
武干部和民兵顶风冒雪向古尔班通古
特沙漠腹地机动。

“896高地北侧发生‘雪崩’，有4户
牧民被困，命令你部迅速前往营救！”接
到命令后，只见无人机分队熟练操控无
人机飞向“雪崩”地域上空。随即，现场
画面传回指挥部。根据回传画面，32名
救援分队队员携带救援工具和物资奔
赴指定地域，展开雪山深处大营救。经

过共同努力，不到 1个小时，救援分队
便将被困牧民和牲畜成功转移。

“出门即对抗、进场即作战，演练打
破了大家的惯性思维，对指挥员决策指
挥和民兵处置各类突发情况都是一次
难得的锻炼。”该人武部领导介绍，此次
实案化演练中，他们紧贴实战背景设置
险局残局，目的就是让指战员在考验中
长本领、增才干。

就在救援分队返回集结地域时，1
架无人机忽然抵近侦察，12名不明身份
人员手持刀具和棍棒伺机靠近。指挥
员立即组织人员疏散，同时快速对装备

进行伪装；北五岔镇武装部部长王鸿强
带领民兵防卫分队依令展开队形形成
包围态势，准备战斗……

一路上“敌”卫星临空侦察、道路损
毁等情况接踵而至，参训干部和民兵见
招拆招、化险为夷。傍晚时分，专武干
部和民兵到达指定地域，未作片刻休
整，又投入到安营扎寨中。夜幕降临，
一顶顶经过伪装的帐篷搭建完成，与茫
茫雪野融为一体。

第二天一早，人武部就地组织复盘
检讨，针对演练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弱
项，制订补差计划，列出了解决时间表。

沙漠腹地砺硬功
——新疆玛纳斯县人武部实案化演练见闻

■方明刚 肖承槟

1月下旬，重庆市巴南区征兵体检工作启动。区征兵办组织医生走进
高校，对即将离校的学生进行体检，确保为军营输送更多高素质人才。图为
心理测试现场。

高效文摄

1月中旬，江西省万载
县人武部联合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火箭军某部领导一
起来到皂下村，为荣立三等
功的现役军人陈后武家送
去喜报。

上图：陈后武妻子与其
现场视频连线，分享收到喜
报后的喜悦心情。

左图：军地领导将喜报
送到陈后武妻子手中。

陈睿童摄

重庆市大足区

“军事日”闻战味悟担当
本报讯 田同玉报道：近日，重庆市

大足区组织区领导班子成员及国动委成
员单位的近百名党政领导干部开展军事
日活动。活动中，党政领导干部身着迷
彩，通过看军事训练专题片、参观军营设
施建设、观摩民兵训练课目演示等活动，
度过了一个紧张、充实的军事日，为进一
步在全区形成热爱国防、关心国防、支持
国防、建设国防的浓厚氛围，起到了示范
引领作用。

安徽省潜山市人武部

征兵宣讲活动走进校园
本报讯 谢婷婷、王辉报道：连日

来，安徽省潜山市人武部联合市教体
局，深入全市高中、职业学校开展“征
兵宣传进校园”活动，通过发放征兵宣
传册、开展面对面的政策宣讲，动员青
年学生踊跃报名应征。截至目前，潜
山市应征报名人数 319人，远超征兵任
务指标。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武部

开展安全教育系列活动
本报讯 樊金赞报道：近日，广东省

梅州市梅县区人武部组织开展了安全教
育系列活动。活动中，他们围绕安全形
势、安全法规、心理健康等内容，采取理
论授课、观看教育警示片、聆听官兵现身
说法等形式，强化干部职工安全意识、法
纪意识。同时，为进一步增强干部职工
识别、规避与处置风险的能力，该人武部
还组织大家进行了应急避险、自救互救
等基础技能训练。

聘请社会人员担任廉洁征兵监督
员，是发挥群众监督、社会监督功能，推
进廉洁征兵的有效举措。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征兵办紧密结
合“一年两征”与春节假期重合叠加的实
际，及早组织廉洁征兵监督员业务培训，
这种把预防风险想在前面、抓在前头的
做法，值得点赞。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就要求
我们平时开展工作，要紧贴实际，提早筹
划工作，尽最大可能对发现的薄弱环节
和苗头隐患严查细究，切实扎紧“篱笆
墙”、织密“监督网”。作为廉洁征兵监督
员，只有将“上医善治未病”合理运用到
工作中，才能更有利于发现端倪、纠正偏
差、抓早抓小。

多做一些“预则立”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