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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祥伟、记者贾玉省报
道：“没想到，我们专武干部也能通过

‘绿色通道’优先享受医疗资源。感谢
组织关心。”2月15日，正在春季征兵一
线忙碌的专武干部单玉忠激动地说。
根据山东省聊城军分区新出台的优待
政策，该市专武干部、基干民兵凭本人
有效证件或军分区政治工作部门出具
的证明，即可在当地多家定点医院享受
就医优待服务。

2020年，聊城市专武干部、基干民
兵迎难而上，在抗击新冠疫情、应急抢险
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中表现出色。为
提高这一群体的使命感和身份认同感，
持续调动他们的精武尚武热情，今年年

初，聊城军分区与地方优质医疗机构合
作，探索为专武干部、基干民兵开辟就医

“绿色通道”。
据入选医院工作人员介绍，专武

干部、基干民兵来院就诊可享受免挂
号费、诊疗费、检查费和住院押金的
服务，手术费用享受 5折优惠，同时医
院还将为优待人群及其家属提供免
费体检服务，定期组织医护人员到驻
军部队送医送药。

据军分区保障处处长王兆海介绍，
首批签约的有眼科、口腔、中医 3个类
型共4家专科医院。目前，军分区正与
当地几家公立医院沟通协调，进一步扩
大优待领域。

山东省聊城军分区持续做好优待服务工作

专武干部基干民兵持证优先

前不久，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第 7
期《宿豫武装工作简报》下发区党政机关
和各乡镇后，晓店镇专武干部王保诚的
电话响个不停，更有兄弟单位的同行专
程登门请教。

王保诚的“走红”并非偶然。近几
年，晓店镇征兵工作不仅宣传形式持续
推陈出新，大学生征集数量和比例也走
在全区前列。2020年征兵工作结束后，
王保诚在《宿豫武装工作简报》上分享
工作心得，在当地专武干部群体中引发
热议。

“以前大家各干各的，思路和眼界都

受局限。”豫新街道专武干部刘凯说，由
于缺少沟通渠道和学习平台，专武干部
很难有机会相互交流学习，有的做工作

“今年照着去年干”，导致一些乡镇的基
层武装工作始终在低层次徘徊。

2019年，宿豫区人武部联合区委组
织部通过“设台打擂”方式选拔了一批年
轻干部，为基层武装队伍注入“新鲜血
液”，同时创办《宿豫武装工作简报》，为
基层武装工作者学习政策、交流经验提
供专属阵地。

《简报》设置了“要闻速览”“一线传
真”“国防教育”“征兵工作动态”“经验分

享”“建言献策”“红色资源挖掘”等版
块。去年5月，一篇题为《关于如何提高
基干民兵中退役军人比例的工作思考》
让侍岭镇专武干部徐荣伟豁然开朗。参
照作者分享的经验，徐荣伟迅速整理了
一份退役军人信息表，通过“线上+线
下”发动的形式，积极将退役军人编建到
民兵队伍中。去年，该镇基干民兵队伍
中退役军人比例提高近5个百分点。

“宿豫民兵好样的！”“曹集有你，我
们放心！”在去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该区多个乡镇的专武干部和民兵队
员坚守防疫一线的故事在《简报》上刊
发，并经过当地多个政务微信公众号实
现二次传播，引发群众热议。

据区人武部政委时爱民介绍，为了
让好故事传播得更远、好做法传播得更
广，人武部已经同当地传统媒体和新媒
体陆续建立合作关系，齐声讲好基层专
武故事，让专武干部和民兵收获荣誉
感，促进基层武装工作驶入“快车道”，让
基层武装工作“火”起来。

这里的武装工作会“说话”
■孙 思 本报特约通讯员 万东明

本报讯 杨驹、张梨报道：“恩施市
人武部可以做到的，其他单位要力争赶
上；鹤峰县人武部能够做到的，其他单
位没有理由做不到。”近日，湖北省恩施
军分区召开“四个秩序”建设推进会。
会上，承担试点任务的恩施市人武部和
鹤峰县人武部分别作了经验交流。

2020年4月，恩施军分区依据条令
条例和《省军区系统战备、训练、工作、
生活秩序规范（试行）》有关内容，全面
开启“四个秩序”达标建设。在综合考
量各人武部实际情况后，军分区决定按
照“抓两头、促中间”的思路，挑选“地理
位置上一北一南、建设基础上一强一
弱”的恩施市人武部和鹤峰县人武部先
行试点，探索规范化建设路子。

恩施市人武部地处恩施州州府，基
础扎实,全面建设连续多年被上级评为

“先进”；鹤峰县人武部位于大山角落里
的小县城，营院设施老旧，基础条件落
后，底子薄弱。

10个月时间里，通过领导一线指
导、机关手把手帮带，人武部结合自身
实际因地制宜搞建设、整合集成抓规
范。期间，两个人武部严格落实条令
条例和法规制度，不断细化干部职工
人员定位和责任分工，按照新标准健
全运行机制；注重“年、季、月、周”工作
计划筹划，对人武部战备、训练、工作、
生活秩序和“日、周、月”工作进行规
范；每月通过首长办公会讲评、分析原
因，制定对策，限时整改。一系列措施
的推进，让人武部步入正规化建设“快
车道”，整体面貌焕然一新，业务开展
正规有序。

据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处长罗瑞华
介绍，两个先行试点的人武部探索出的
相关经验和标准已经在恩施州所有人
武部推广开来，在全区形成了“前引领、
后推动”的示范效应，全区 8个人武部

“四个秩序”达标建设正逐步实现统一
规范、提质增效。

湖北省恩施军分区推进人武部“四个秩序”达标建设

学有示范 追有标杆

本报讯 陈昶平、记者冯强报道：
“没想到今年 3月，我们毕业班的学生
就可以参加毕业答辩。”这一消息，让广
西大学大四学生张思源喜出望外。近
日，广西军地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做
好高校征兵工作的意见》，明确辖区高
校为春季参军入伍学生毕业答辩开通

“绿色通道”，毕业班学生凭预定兵通知
书即可参加答辩。

“一年两次征兵带来很多变化，但
征集高素质兵员的任务没变。这次我
们出台一系列激励政策，目的就是鼓励
更多大学生参军报国。”自治区征兵办
公室主任袁卫兵说，结合今年春季征兵
面临的新情况新特点，自治区征兵办公
室会同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教育
厅等部门联合出台文件，从抓好高校征
兵工作站点建设、建强高校征兵工作骨

干队伍、完善大学生参军激励措施和健
全高校征兵工作制度机制等 4个方面
着手，牢牢抓住高校征兵主阵地。

《意见》明确，全区各高校必须按要
求设置高校征兵工作站点，建立起以院
系辅导员为主体的大学生征兵工作队
伍，并首次对高校分校区征兵权责进行
了具体细化。

《意见》还明确了一系列大学生参
军激励措施：全日制本科毕业生可优
先选择服役去向；具有普通高职（专
科）毕业学历的退役士兵，可推荐免试
入读自治区内普通本科院校；医学类
大学生退役后参加自治区内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招录考试，同等条件下优
先录取等。截至目前，自治区报名人
数已超过 7.3万人，其中大学生报名人
数达4.3万人。

广西开通高校毕业班春季答辩“绿色通道”

应征毕业两不误

2月下旬，重庆警备区九龙
坡离职干部休养所邀请 93岁老
兵倪济人讲述党史，引导官兵践
行革命精神、砥砺强军斗志。

牛广俊摄

创新党史教育，强化思想政治引
领，是当下的重要课题。创新党史
教育形式，不断激活青春动能，正让
党史教育热潮在青少年群体中澎湃
涌流。

网上党课讲活红色故事

“这本书，我们一读再读。每次读，
都会感叹它的品格和力量。”像唠家常
一样，一节党课开始了。“旷世宣言惊风
雨”的主题之下，讲的就是那本“区区一
万多字却一经问世就震动整个欧洲的
小册子”——《共产党宣言》。

这是“给90后讲讲马克思”音频党
课中的一节。2018年 4月以来，共 19
集、每集约一刻钟的“给90后讲讲马克
思”上线喜马拉雅、蜻蜓FM等平台，在
上海乃至全国年轻听众中间引发“追
剧”效果。

系列党课还原伟人平凡的一面，
并在有限的时间内立足现实阐释经典
理论，通过音频的形式充实年轻人的

“碎片时间”，让思想理论教育进入日
常生活。

这一网红党课的幕后创作者，来自
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市党建服务中心等
单位。“对年轻人来说，马克思可能是一
位‘熟悉的陌生人’。”上海市委党校副
校长曾峻说，创新党课形式，让年轻人
理解伟人的思想根植于时代和实践，让
年轻人理解宣言不是“板起脸讲道理的
论文”，而是内容和形式完美结合的理
论著作、文学著作。

文创产品挖掘红色IP

“望志路106号”冰箱贴、“树德里”
笔记本、放有“密函”的文创套盒……这
些由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文创团队研
发的“又红又潮”的产品，让红色历史有
了新的传播载体。

“年轻的朋友来到纪念馆参观，我
们既关注他们能看到什么，也思考他们
能从一大会址带走什么。”中共一大会
址纪念馆副馆长宋依璇说，纪念馆以

12万件馆藏文物为基础，精心提取红
色元素，通过文创产品还原背后故事，
启发新一代奋斗者思索、理解党的初心
使命。

一段段党史故事自带红色 IP属
性，以此为基础的红色文创让红色教育
走出场馆，传播更远。2020年，中共四
大纪念馆发布了以馆内“工农联盟”主
题雕塑为原型的“Q版”人物设计盲
盒。“传播红色文化也能跨界。”中共四
大纪念馆馆长童科说。

线下研学拓宽红色阵地

自 2019年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
馆就策划推出“话说一大：听00后讲建
党故事”中小学生研学活动，让“小小少
年”用稚嫩童音讲述他们学习到的建党
小故事。活动中，苏浙沪三地的 00后
学生实地走访红色地标、学习调研、收
集资料、撰写文章，在研学中与红色历
史“隔空对话”。

“这样的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在党

史面前不再只是听众，他们自己也可以
成为讲述者。”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
馆长徐明表示，研学活动鼓励孩子们融
入自己的思考和爱国情感，成为青少年
的政治启蒙，有利于传承红色血脉、红
色基因。

2019年7月，坐落于南京市玄武区
长江路上的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
馆，建起了“小红梅”青年学习社。该学
习社不断拓宽党史教育路径，突出思想
性和针对性，从青年语言、青年体验、青
年获得感三方面入手，帮助青年群体明
辨是非、澄清谬误。

在曾峻看来，过去党史教育有时得
不到年轻人青睐，主要是没有立足他们
所处的现实环境去阐释党史，容易“就
当时讲当时”。

“话说得太满，反而不真实。平凡
人做出伟大的事，更显得伟大。”曾峻
说，年轻人思想活跃，有好奇心，生硬灌
输往往适得其反，让党史教育形式多
样、春风化雨，在当代和历史之间搭起
桥梁，青少年的接受程度才会高。

创新党史教育形式 传承红色基因薪火

烽火岁月激励小小少年
■郭敬丹 陈席元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杨建荣报道：
“大套子、福茂西两处险工处于黄河鄂尔
多斯段的大转弯处，河道收缩，水流急、
流量大，易出现漫堤险情，需重点巡视。”
2月下旬以来，内蒙古鄂尔多斯军分区
多次组织民兵防凌分队在黄河杭锦旗段
查勘险工。

黄河内蒙古段全长830公里，整体淤
积严重、河势游荡多变，封河期冰层厚、
槽蓄水量大，封河自下而上、开河自上而

下，极易形成冰坝、冰桥、堆冰，造成水位
上涨，出现凌汛险情灾情。特别是黄河
鄂尔多斯段，整体地势低、弯道多，流经
鄂托克旗、杭锦旗、达拉特旗、准格尔旗4
个旗共726公里，其间有险工53处。

“受气温回升影响，今年黄河开河时
间较常年偏早半个月左右。开河期呈现
流量偏大、槽蓄水量偏少、封冻冰层上薄
下厚等特点。”鄂尔多斯市水利局副局长
闹日布介绍，“气温回升将会加快开河速

度，槽蓄水集中释放，易造成下游河段出
现漫堤等险情。”

2月下旬以来，鄂尔多斯军分区提
前预判，与市水利局、应急管理局和气象
局共同做好黄河凌汛监控预警工作，定
时通报凌汛和气象信息，值班人员实时
掌握凌情灾害情况。沿黄河人武部陆续
组织民兵分队在黄河险工段进行不间断
巡查，两支防凌爆破分队也开展了针对
性训练。早在去年年底，军分区便协同
相关企业，完成了黄河防凌“五步法”技
术革新工作，应急人员可通过无人机远
程投掷破冰、冰下爆破带炸冰和轻型防
凌艇定点破冰等 3种办法，实现多种险
情的精准处理。

目前，黄河开河水势整体平稳，军地
相关单位正密切跟踪开河进展，做好应
对突发凌情、险情、灾情等各项准备工
作，确保黄河防凌安全。

内蒙古鄂尔多斯军分区

积极备战黄河凌汛 2月中旬，北部战区陆军某
边防连组织官兵在辖区边境一线
执行巡逻任务。

本报特约通讯员 樊 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