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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先锋国防先锋

本报讯 夏鹏飞、张志荣报道：“好
男 儿 当 兵 去 ！”“ 一 人 参 军 ，全 家 光
荣”……1月上旬，在江苏省海安市各
乡镇，一辆辆飘扬着征兵宣传彩旗的爱
心邮车穿梭不停，臂戴红袖标的志愿者
将征兵政策宣传单投递到千家万户，成
为今年征兵宣传战线上又一道亮丽的
风景。

“军邮一家亲”是海安市人武部与
当地邮政公司联合打造的双拥品牌。
近年来，“爱心邮路”结对帮扶当地百余
个现役官兵困难家庭，引起社会较好反
响。考虑到邮政网络具有与百姓生活
联系面广、服务便捷的优势，经军地协
商，决定将征兵宣传纳入其中。200多
名邮递员、志愿者主动加入，30个邮政
网点提供保障，“爱心邮路”成了征兵宣
传的流动驿站。

一辆邮车就是一个窗口，一名邮递
员就是一股暖流。近期，他们走进大街
小巷、田间地头，发放征兵宣传材料
5000多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23
岁的青年小于，对是否应征心存犹豫，
通过与镇武装部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
加上志愿者的跟踪服务，他终于下定决
心从军。

该市人武部部长刘镇宇介绍，今年
的征兵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有“爱心邮路”“老兵宣传队”“志愿者服
务队”等多个民间队伍进行征兵宣传；
人社局人才交流场所和社区便民服务
中心设立了“征兵窗口”提供咨询服务；
征兵宣传标语、公益广告，在公交视讯、
公共电子显示屏等移动终端滚动播发。

截至目前，该市已有 1200多名适
龄青年报名应征，踊跃接受祖国挑选。

江苏省海安市人武部

“爱心邮路”助燃参军热
本报讯 谢婷婷、刘三宝报道：一台

电子秤、一把卷皮尺、一张视力表、一个
电子血压仪、一本征兵宣传册，这是安徽
省岳西县毛尖山乡专武干部胡熠背包里
的“家当”。2021年春季征兵工作启动
以来，岳西县人武部组织全县26名专武
干部背起双肩包进村入户，为适龄青年
宣讲征兵政策，开展称体重、量身高、测
视力、量血压等基础体检项目，面对面贴
心的“背包服务”受到适龄青年的欢迎。

岳西县地处大别山腹地，受地理环
境影响，冬季多为冰雪天气，交通出行尤
为不便，这给适龄青年进行兵役登记和
报名应征带来一定影响。针对这一难
题，该县人武部动员专武干部和民兵营
连长一起走访适龄青年家庭，宣讲征兵
政策，为有参军意向的适龄青年提供初
检服务。适龄青年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

兵役登记，并了解到自己是否符合应征
条件。对于初检中发现的一些应征青年
体重超标、低血糖等问题，叮嘱他们加强
身体锻炼、注意饮食和规律作息，保持良
好的身体状态。

“血压、心率正常，身体条件也不错，之
后要注意饮食健康，少盐少油，争取体检合
格。”在应征青年储佳乐家中，胡熠一边叮
嘱注意事项，一边收拾背包，准备赶往下一
个应征青年家中。看着胡熠忙碌奔波的身
影，储佳乐的母亲感慨地说：“天气这么冷，
山里到处结冰上冻，他们背着这么重的背
包上门体检、宣讲政策，真是不容易！”

该县人武部领导告诉笔者，一系列
上门服务带来的成果已经显现：截至目
前，岳西县兵役登记率已达 100%，应征
报名人数已超任务数的 3倍，适龄青年
参军热情高涨。

安徽省岳西县人武部

“背包服务”畅通应征路

1月 15日，西藏军区某边防团中
士冉刚与妻子田琴举行了一场难忘的
军营婚礼。冉刚与田琴相恋3年，由于
工作原因，原定的婚礼一再被推迟。几
天前，田琴从家乡贵州省黔西县出发，
几易交通工具，历时 34个小时艰难跋
涉，终于赶到西藏边防。在全连官兵和
当地群众的见证下，两人举行了简朴而
有意义的婚礼。

上图：婚礼结束后，田琴跟随丈夫踏
上巡逻路，在石头上描摹“中国”两字。

左图：婚礼现场。
高秉钰、何 勇摄影报道

追到边关嫁给你追到边关嫁给你

本报讯 刘俊峰、特约记者管水
锁报道：“在这个特色公园里，不仅可
以休闲健身，还能学习国防知识、了解
人防技能，有意思、有意义！”1月 23
日，市民李筱颖晚饭后带着父母来到
山东省乳山市河滨公园散步，一家人
不经意间步入位于公园一角的人防宣
教基地。在近 1个小时的时间里，他
们边走边看，感叹受益匪浅。

打造百姓身边的课堂，让国防教
育有意思、有意义，这是威海市加强全
民国防教育的又一探索与实践。

威海是革命老区，红色教育资源
丰富，但受场地分布不集中等条件限
制，教育效果并不理想。为此，威海市

国防教育办公室联合军地相关单位，
结合城市基础建设、乡村振兴、脱贫攻
坚等时机，将国防元素嵌入展馆、广
场、公园、街区等，建成“初心?1932”红
色印迹馆等国防教育展馆 35个、刘公
岛总体国家安全观主题公园等国防教
育主题公园 18个、文登区红军小学等
国防特色学校 29个，打造成横向功能
互补、纵向大小链接、全面交融覆盖的
82个国防教育网格。

“在百姓身边开设没有门槛的课
堂，是国防教育阵地建设的一次全新
尝试，也是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建设引
领特色街区转型发展的深入探索。”环
翠区新威附路是威海市的一条百年历

史文化名街，如今吸引市民前来打卡
的，不仅有街道两侧林立的酒吧、咖啡
馆，还有位于街区中心的“初心?1932”
红色印迹馆。去年 7月，环翠区依托
竹岛街道观海社区，成立了全市首家
社区国防教育网络中心——“初心?
1932”红色印迹馆，讲述了该区第一个
党组织诞生的光辉历程，用实景再现
的方式，将一段珍贵的历史呈现在市
民面前，成为社区居民了解历史、学习
红色文化的新平台。

走进兵工历史陈列馆了解红色历
史，在中共地下党秘密联络点旧址聆
听抗日故事，到北海银行历史陈列馆
了解战争年代货币流通……乳山市诸

往镇下石硼村深藏于马石山群山腹
地，是战争年代我党政军的大后方，兵
工厂、印钞厂、被服厂等机构活跃。近
年来，他们对该村进行抢救性修复建
设时，将红色文化、国防教育融入绿水
青山中，打造“红色密营”下石硼，形成
一条百余公里集红色旅游、国防教育、
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环形“红色文化精
品游”线路，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
观光旅游，接受国防教育。

元旦期间，乳山市西馨苑社区组
织市民参观下石硼村、田家村等红色
国防教育基地，市民李雪飞深受教育，
当天便动员在徽商职业学院读书的儿
子李海源报名应征入伍。

山东省威海市打造百姓身边没有门槛的课堂

82个网格助推国防教育走进千家万户

本报讯 郝东红、柏雪报道：“听
老英雄讲过去的故事，我们知道了今
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长大后我也
要当解放军！”近日，安徽省合肥市安
居苑西村小学的学生们走进青阳路社
区，在观看口述影像、与老兵互动中种
下热爱国防的种子。

一个社区开展国防教育的舞台有
多大？曾几何时，面对国防教育进社区
的新要求，青阳路社区的工作人员一时
间有点一筹莫展。

经过走访调研，一组数据呈现在
社区党总支一班人面前：社区有1家部

队医院，2所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在此工作生活的退役军人有近900名，
其中参战老兵 200余人，老专家、老模
范46人。

而另一组数据令人忧心。以合肥
市军休三所为例，参战老兵平均年龄
86.5岁，最大的已经 95岁。老兵是社
会的宝贵财富，他们的战斗故事是开
展国防教育的“活教材”。与时间赛
跑，系统整理老英雄、老前辈的珍贵回
忆和光辉事迹已经时不我待。

思路一变天地宽。经过走访考
察、反复论证，该社区策划开展了“红

色口述史”项目，组织辖区内老干部、
老战士、老模范组成“先锋宣讲团”，采
取“请进来参观、走出去宣讲”的方式，
让国防教育走进党政机关、中小学
校。2017年，在办公用房紧张的情况
下，他们开辟专门区域建成“红色口述
史”宣讲场馆，收集参战老兵、参加国
防试验老专家和老职工的军功章、老
物件，整理他们的战斗故事、创业历
史，建成峥嵘岁月、红色记忆、荣耀勋
章、主题教育 4个专题展区。同时，还
组织退役军人和老模范走出去宣传党
的创新理论、主持“国旗下的讲话”等

主题活动。4年来，共开展活动 90余
场次，受众超 5000人次，于 2018年被
评为“全国终身学习品牌项目”。

2019年以来，该社区又将“红色口
述史”升格为“红色留声机”项目，组织
专人为老兵、老模范录制口述影像，用
信息技术留下精神财富。同时，青阳
路社区所在的五里墩街道投资 200余
万元，正筹建一个建筑面积300余平方
米，集影像口述、展板呈现、实物展示、
实景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的“红色口述
史”展览馆，力争实现社区国防教育的
换挡升级。

安徽省合肥市建强社区国防教育新阵地

“红色口述史”让英雄精神赓续传承

铁皮糖盒里整齐放着 4张票据和
一张银行卡，总计 150万元。这是 89岁
的刘杜珍和丈夫张良起的毕生积蓄。1
月 19日，刘杜珍把这些钱全部捐赠给
上海交通大学，完成了丈夫回报母校的
遗愿。

一生节衣缩食，一捐就是全部积
蓄。走进刘杜珍老人位于上海警备区
杨浦第一退休干部休养所的家，整洁的
客厅里除了一张沙发外，没有什么像样
的家具。干休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老
人一生简朴，每天坚持去食堂打饭，生
活上从不向所里提任何要求。

家里最醒目的地方挂着张良起手
书的一张条幅，那是陶行知的一句话：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谈起
捐款的初衷，刘杜珍说：“在上海交通大
学求学和工作的经历对张良起影响很
大，回报母校是他一直就有的想法，我
全力支持。”

1946年，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
业后，张良起放弃上海电讯局高薪工
作，留在母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张
良起加入原南京海军联合学校担任教
员，后历任军事工程学院教授、教研室
主任，国防科技大学系主任、校长等
职。他参与了“哈军工”的创建工作，为

“哈军工”早期的教学及课程建设作出
了贡献。

1961年，张良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长期从事
电子技术、飞行器自动控制及控制系统
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领衔从事的磁
悬浮研究和移动机器人研究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

2009年，张良起因病去世。临终前
留下遗愿，器官捐献给医院作科研教学
之用，个人积蓄全部捐给母校。

老前辈的殷殷家国情怀令上海交
大师生深受感动。校方决定，将张良起
奖学金设立为留本基金，并号召更多校
友和社会力量加入基金。首期奖学金
将用于奖励上海交大电子信息与电气

工程学院、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及航空
航天学院品学兼优、具备创新精神的博
士研究生，每年设立3个名额，每人一次
性奖励3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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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1日，山东省莘县退役军人志愿者突击队将 20余吨、价值 16万元的
新鲜蔬菜，分批运往河北省石家庄市，捐赠给疫情防控一线的军民。图为志愿
者搬运蔬菜。 刘朋利摄

本报讯 梅永前报道：1月 12日，
江西省上饶军分区召开党委专题议战
议训会，会议在浓烈的“硝烟味”中拉开
帷幕。

“民兵分队指挥通信不畅、班组协
同不顺、判明情况不准、临机处置不快
等问题仍然存在。”信州区人武部部长
徐建饶第一个发言。

去年底，该人武部代表军分区接受
省军区练兵备战年终考核，取得不错的
成绩，可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在“一个
过程”拉动演练中，民兵分队面对考官
的临机出题导调，一时乱了阵脚。这次
议战议训会，他们专门将此拎了出来，
全面检讨反思。

“训练实不仅要求计划实施了、内
容训过了、人员训到了”该军分区司令
员沈根火接过话题说道，“更要看效果，
必须用战场标准来检验训练效果。”

今年开训后，该军分区紧贴作战任
务、作战对象、作战环境，坚持仗怎么
打兵就怎么练，部队缺什么就专攻精
练什么。他们围绕打、援、稳的任务，
组织民兵分队“一个过程”拉动演练，
开展“五研五会”活动，集智破解国防
动员重难点问题，培养一批动员备战

“明白人”。
“‘米秒环’重视多、‘高精尖’关

注少，常规潜力储备足、新质潜力挖
掘少……”万年县人武部部长章昊紧接
着发言。他结合过去一年的工作，从含
战量、含金量、含新量3个方面列出制约
练兵备战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3个多小时的议战议训会，紧紧围
绕提升国防动员实战能力这个话题展
开。会议对增强抓建质效、提高打仗本
领等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剖析讨论，形成
了指导新年度练兵备战的决议措施。

江西省上饶军分区

议训会上“硝烟”浓

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武部

走访慰问抗美援朝老兵
本报讯 杨宇聪、杨志明报道：1月

19日，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武部联
合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双龙街道，共同
开展春节前走访慰问退役军人活动。
当天，他们走进抗美援朝老战士陈万
富、刘洪聚家，送去慰问品，帮助解决家
里的实际困难。

驻海南某部官兵

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活动
本报讯 陶昱、吕文鑫报道：1月19

日，驻海南省三亚市东瑁洲岛某部官兵
在巡逻时发现一只搁浅的海龟后，及时
将海龟抬回大海放生。近年来，守岛官
兵坚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活动，定期清
理沙滩周边垃圾，强化岛上人员的海洋
意识和环保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