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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 2019”年终专稿⑥

也许多年后，2019 届大学毕业生
王向阳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穿上军装、
胸戴红花的场景，仍会热血沸腾。

10年前，当我国开始大规模征集
大学生士兵时，王向阳还是小学生，而
今已成长为手握钢枪的战士。人民军
队雄师劲旅中，大学生士兵已成为强
军兴军的生力军。

翻阅 2019 年的时光相册，回望波
澜壮阔的改革浪潮，这个以情怀尽忠、
知识报国的年轻群体，在新时代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

时代战鼓呼唤大国精兵

当历史的车轮驶向新时代，建设
一流军队亟须一流士兵的呼唤声声

急迫。
站在时代视野下看这组数据，蕴

含巨大动员潜力：综合教育部公布数
据，截至 2019 年 6 月，全国高等学校
共计 2956 所，在校大学生 2700 余万
人，2019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 840
多万人。

守着富矿，不少兵役机关却曾面临
这样的尴尬：大学生征集量逐年攀升，
质量却未水涨船高。今年4月 29日，全
国大学生征兵工作网络视频会议深刻
分析大学生士兵征集形势，“含金量”一
词首度公开提及。此次会议要求各地
通过调比例、调结构，促进征集数量稳
步增长、征集质量大幅提升。

政策保障带来“虹吸效应”。东
北吉林，在 64 所高校组建“大学生预
备连”，预储兵员、精准发动；江城武
汉，将辖区内高校对应划入 15个区统
一征集，均衡分配大学毕业生及二本
以上高校在读生征集指标；七彩云
南，区分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
校、其他本科院校、高职高专 3 个档
次，按比例直接向高校下达征兵任
务；三湘大地，湖南理工学院推出“二
五八”学籍保留制度，入伍后 2年内学
籍自动保留，5年内申请保留，8年后
无限期延长。

2017 年 9 月 23 日，习主席给南开
大学 8名新入伍大学生回信，勉励他们
在军队大舞台施展才华，在军营大熔
炉淬炼成钢。两年来，在习主席回信
的激励下，全国掀起大学生应征参军
热潮。今年，南开大学又有 16名大学
生投身军营。

优质兵员实现“量身定制”

“部队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生士
兵？我在部队能干什么？能否发挥我
的优势？”征兵一线工作人员常碰到这
样的“三问”。

部队领导也常有喟叹：“部分专业
要培训近一年，刚‘上手’没多久，又面
临退役；很多大学生士兵想扎根部队，
又囿于继续学业现实困境，看着军中才
俊大量流失，万般不舍又无可奈何。”

一边是“供给侧”的诉求，一边是
“需求侧”的遗憾，如何把“跷跷板”变
成“平衡木”，为海量的大学生士兵搭
建圆梦舞台？2018 年，军委国防动员
部赋予山东、辽宁、广东等地区先行试
点任务，构建需求提报、精确征集、定
向补充、对口使用的大学生兵员精准
征集新模式。2019 年，再次扩大精准
征兵试点范围，由 3 个省扩大到 9 个
省，人数增加至9000人。

8 月 19 日，中部战区陆军某集团
军参谋李源，找到郑州市金水区人武
部部长周学军对接征接兵事宜，提出
需要无人机操控、航空判读、软件技术
等 26种专业技术人才 300人的兵员需
求。人武部工作人员打开“精准征兵
大数据辅助决策系统”，仅用时 60 分
钟，就筛选出 3倍于需求数的达标青年
供挑选。

放眼全国，兵员征集不再简单满
足于按量征齐，也不再陷入“唯学历
论”，而是探索实现精准征集输送与精
细培养使用的良性循环。山东省依托
大专院校，依据部队不同岗位实际需
求和当前新兵选拔标准，建立“体检结
论类型+相关需求要素”的需求提报模
式；辽宁省开创“专业背景对接”征集
模式，以专业特长对接人岗匹配，依据
部队现实需求精准征集、对口补充，通
过缩短部队培养周期，缓解老兵退役
后战斗力“陡降缓升”的矛盾。

荣誉杠杆激励练兵热情

在白山黑水，徐大庆的名字不逊
于明星。2018年 1月，习主席视察中部
战区陆军某师时，大学生士兵徐大庆
表演了一套虎虎生风的长拳，赢得现
场热烈掌声。不久后，徐大庆被聘为
黑龙江省大庆市 2018年征兵形象代言
人。然而，因训练时不慎受伤，踌躇满
志的他不得不选择退伍。失意之时，
母校哈尔滨师范大学再次向他敞开热
情的怀抱，破格招收他为体育专业研
究生。

在伍受尊崇，退伍享优待，不仅是
徐大庆的体会，更是无数大学生士兵
的感受——

上海市出台非沪籍大学生士兵退
伍后可落户、优先招录退伍大学生士
兵进公务员队伍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河南、山东、江西、江苏等省每年拿出
事业编岗位定向招录退役大学生士
兵；辽宁省盘锦市协调大型企业为高
校毕业生入伍者预留工作岗位，可享
受带岗参军、带薪服役待遇……

广西医科大学把入伍经历视为实
习经历，在校生退役复学后不用担心
实习问题，可直接参加执业资格考试
并进行注册；湖南省长沙市高校设立
千余块“最可爱军人、最骄傲校友”的
校园军功榜，全面展示优秀大学生士
兵立功照和立功事迹……
“一个国家的优秀青年走向哪里，

哪里必将创造辉煌。”当大学生士兵成
为社会热词，强军征途也必将因他们
更加气势如虹！

青
春
激
荡
强
军
洪
流

—

二
○
一
九
年
大
学
生
士
兵
征
集
工
作
回
眸

■
本
报
特
约
记
者

魏
联
军

中
国
国
防
报
记
者

乔
振
友

新华社北京 12月 29日电 为充
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的关
怀，日前，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中央组
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19740
万元，专门用于 2020 年元旦春节期间
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
部。对基层干部特别是战斗在脱贫攻

坚一线的第一书记、驻村干部、村干部、
到村任职高校毕业生以及“共和国勋
章”、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和因公去世
干部家属要一并走访慰问。对村（社
区）老骨干、因病致贫的特困群众、确有
困难的基层党务工作者也可纳入走访
慰问范围。

中央组织部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

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作为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
效的重要举措，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用
心用情做好有关工作，使走访慰问活动
成为凝心聚力的暖心工程。各级党委组
织部门要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春节前
发给慰问对象，做到专款专用。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19740万元
用于元旦春节期间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记
者陈炜伟、王雨萧）商务部部长钟山 29
日说，今年以来，“稳外资”工作成效明
显。前 11个月，我国吸引 1亿美元以上
外资大项目722个，增长 15.5%。

2019 年全国商务工作会议 29日在
北京召开。钟山在会上说，今年以来，商
务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稳中向好，高
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稳外资”方面，钟山介绍，今年以
来，我国完善法规政策体系，推动出台外
商投资法及实施条例、“稳外资 20条”等
政策措施。加快放宽市场准入，外资准
入负面清单全国版减至 40条，自贸试验
区版减至 37条，清理取消负面清单以外
的限制措施。
“促消费”方面，钟山介绍，我国出台

“促消费 20条”政策措施。城市消费方

面，推动 36个城市发展便利店，新建改
造 1200多个菜市场。乡村消费方面，推
进电商进农村，累计建设县级电商服务
中心、物流配送中心1700多个。
“稳外贸”方面，钟山介绍，我国开拓

新兴市场，支持贸易促进平台建设，新确
定65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认定6个国家
级国际营销服务公共平台。完善跨境电
商政策，增设24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前11个月我国吸引外资大项目722个

本报讯 曾春利、宁建朋报道：“这
几年多亏了武警官兵的党建帮扶，党员
们的干劲儿越来越足，在他们的带领
下，我们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日
前，武警湖北总队恩施支队 10余名党
员代表，来到恩施市白杨坪乡洞下槽
村，与该村党支部成员一起开展主题党
日活动。在交流工作心得时，该村党支
部书记姚渊忍不住感慨道。近年来，武
警恩施支队官兵大力推进党建帮扶，通

过精神引领帮助村民脱贫致富。
据了解，洞下槽村是一个土家族和

苗族聚居的村寨，地处偏远山区，信息闭
塞，资源短缺，是脱贫攻坚中一块难啃的
“硬骨头”。武警恩施支队与该村结对
后，官兵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党员脱贫信
心不足，带头实干的积极性不高。

给钱给物，不如帮建一个好支部。
为此，该支队针对该村党组织建设中存
在党组织功能弱化、战斗堡垒作用发挥

不强等短板弱项，共同认真剖析问题症
结，制订了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制度建
设和党员队伍建设等多项切实可行的
整改措施，推动帮扶取得实效。为充分
发挥党员队伍先进性，他们还组织全村
党员开展创新理论、知识技能学习和带
富能力培训；同时组织该村党员与贫困
户开展一对一挂钩帮带，通过责任传导
发挥党员队伍的引领示范作用。

近年来，通过大力推行党建帮扶，
村子里党组织建设面貌一新。村党支
部带领党员主动与挂钩的贫困户一起
商讨致富门路，学习科学生产技能，并
根据当地气候和土壤特点发展茶叶种
植产业，村民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今年，该村建档立卡的 160户贫困户，
已有 159户顺利脱贫。

武警恩施支队以党建帮扶引领脱贫攻坚

建强党支部 共奔致富路

本报讯 李小龙、特约通讯员胡
铮报道：“感谢兵亲戚及时上门解难，
让我们家这个冬天不受冻。”初冬，听
闻新疆岳普湖县岳普湖乡门加克勒
村村民布帕提麦·巴拉提家的围墙亟
待整修，该县人武部 10 余名干部职
工利用周末赶来帮他们修建围墙，让
巴拉提一家人感动不已。人武部领
导说：“巴拉提一家虽然已经脱贫，但
人武部的帮扶还要继续，要开展常态

助民活动。”
在门加克勒村，像巴拉提家这样

的脱贫户还有很多。多年来，在岳
普湖县人武部干部职工的接力帮扶
下，该村已有 20 多户贫困户摘掉
“穷帽”。但有的家中有残疾人，有
的家中老人瘫痪在床，还有的养育
多个年幼孩子，日常生活不免仍遇
到困难。
“一次结亲，一生亲戚。”人武部

领导介绍，帮助贫困户脱贫不是终
点，不能帮其摘掉“穷帽子”就撒手不
管了，而要多措并举做好精准扶贫的
“下篇文章”。为防止脱贫户因诸多
难题不能及时得到解决造成返贫，人
武部针对脱贫户家中实际困难，常态
开展助民、利民、惠民活动，及时上门
解难帮困。他们定期组织官兵到脱
贫户家中实地走访，了解实情，一有
困难及时上门搭把手、解难题、送温
暖，把“兵亲戚”的关怀真正送到村民
心坎上。

脱贫不返贫，工作有干劲。据悉，
在人武部干部职工的帮扶下，该村旧
貌换新颜，村里通了柏油路、用上长明
电、喝上自来水，贫困户逐年减少，截
至目前无一户返贫。

新疆岳普湖县人武部将精准扶贫与常态助民活动相结合

脱贫不撒手 助民防返贫

目前，贵州平塘至罗甸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平塘特大桥已经通过验收，将于近日全桥通车。平塘特大桥全长2135米，

桥面宽30.2米，规划双向4车道，是一座三塔双索面叠合梁斜拉桥。图为12月29日拍摄的贵州平塘特大桥。 新华社发

司徒镇强同志逝世
本报讯 陕西省军区专业技术 2级

退休干部、原第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口腔生物学教研室教授司徒镇强同
志，因病于 2019 年 12 月 1 日在西安逝
世，享年88岁。

司 徒 镇 强 同 志 系 广 东 开 平 人 ，
1931 年 10 月出生，1951 年 9 月入伍，
1982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学
员、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副教
授等职。

李清海同志逝世
本报讯 浙江省军区副军职离休干

部、原浙江省军区后勤部部长李清海同
志，因病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在杭州逝
世，享年101岁。

李清海同志系安徽金寨人，1932
年 8 月入伍，1937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历任看护员、班长、司药员、
副队长、副处长、处长，解放军第 117
医院院长，原浙江省军区后勤部副部
长等职。

刘朱梁同志逝世
本报讯 甘肃省军区正师职离休干

部、原兰州军区第二门诊部政治协理员
刘朱梁同志（老红军），因病于 2019年 12
月 2日在兰州逝世，享年97岁。

刘朱梁同志系陕西韩城人，1922年
5月出生，1937年 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 年 8月入伍。历任游击区书记、营
政治教导员，西北军区后勤司令部政治
协理员，原兰州军区第 981 仓库政治教
导员等职。

※ ※

（上接第一版）

从拥抱创新理论的春天，到迎来军旅
人生的逆袭，六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中士蒙宝鋐入伍时一度认为，在部队
只要军事素质过硬就行，没承想，理论学
习在六连同样也是一项“硬指标”。在时
任指导员李银的帮助下，他从“日练百字、
周习一文、月读一书”开始，坚持一个多月
下来，扎扎实实读完了一本理论书籍。

李银接着鼓励他走上“士兵讲坛”。
虽然第一次讲得磕磕绊绊，但战友们的
热烈掌声，让他找到了被认同的“小确
幸”。打那以后，蒙宝鋐的热情被点燃，
越学越有劲。两年下来，他成长为连队
理论宣讲小教员。

在六连，追梦的足音像鼓

点一样铿锵——

穿透迷雾的慧眼这

样擦亮

“回归 20年来，澳门搭上了祖国快
速发展的‘高铁’，也为民族复兴贡献
了自己的一份力量……”12月 22日晚，
看完《新闻联播》后，二排排长叶磊激
情洋溢的新闻点评，赢得官兵的热烈
掌声。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叶磊，是 2018年
除夕来连队报到的。短短 10个多月，他
经历了人生的多次“反转”。
“一个北大高材生到基层当排长，简

直就是人才高消费！”刚到连队，已拿到
法学硕士学位的叶磊，感到英雄无用武
之地。

一次新闻点评，战友们齐呼“叶排，
来一个”。“不就是随便谈谈嘛，小儿科！”
叶磊自信地登上讲台侃侃而谈，没想到
“高大上”的发言，只换来大家礼节性的
掌声。而随后上台的中士王愫燕的“大
白话”，却深受欢迎。
“高材生”败给了“小学生”。当晚，

叶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从高等学府的
课堂到基层连队的讲堂，他发现不是自
己肚子里的“墨水少”，而是脚下沾的“泥
土”不够多。

理论从来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深深
地扎根于实践之中。带着这份感悟，在
随后的日子里，叶磊捧起理论书籍，结合
工作实践，慢慢地对“青春是用来奋斗
的”“年轻干部要多墩墩苗”等话语有了
自己的理解和感悟，最终解开心结，走出

了迷茫。
思想通了，一通百通。叶磊不仅铆

在排长岗位上苦练专业本领，还把大学
打下的哲学功底运用到理论学习中，很
快成为连队的理论骨干，担任连队广播
稿、心得体会、先锋讲坛的“首席编辑”。

点亮一盏心灯，打开一扇心门。走
进新时代，六连既紧盯青年官兵行为特
点抓学习，又注重提高官兵的认知能
力，擦亮一双双穿透迷雾、明辨是非的
慧眼。

上士鄢嫣当兵第 3年时，如愿以偿
地考入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感到伸手一
够就能摸到自己的文艺梦了。没想到，
毕业时原单位改编，她被分配到战备值
勤任务十分紧张的六连。

路在何方？鄢嫣一时陷入困惑。指
导员段玉洋结合自己理论学习的体会告
诉她，文艺创作方法有百条千条，但最管
用的办法是扎根基层、扎根生活。段玉
洋还和她一起学习感悟“红色文艺轻骑
兵”乌兰牧骑扎根草原、服务牧民的时代
精神，让她渐渐明白了自己的舞台就在
火热基层。

既然身上穿着军装，心中就要装着
战场。打那以后，鄢嫣一边刻苦训练，一
边紧贴一线创作节目，在训练间隙为官
兵加油鼓劲。3个月后，她成功拿到机
房值班的上岗证。在此期间，她创作的
几个文艺小节目兵味浓、接地气，闲暇之
余，战友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学上几段、唱
上几句。

心中明灯点亮，脚下蹄疾步稳。
谈起“一国两制”“一带一路”、正风肃
纪等话题，六连官兵不但立场坚定、观
点鲜明、条理清晰，而且举止大方得
体。这几年，大学师生和他们结成互
学对子，周边社区请他们去宣讲党的
科学理论，小学校园也请他们担任校
外辅导员。

今年 10月，六连被共青团中央和中
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确定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军地共建共育基地”“全国大学
生社会实践基地”。

在六连，铁心向党的信念

像磐石一样坚定——

对党忠诚的底色这

样传承

“指导员，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我

想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 20日，维
吾尔族战士艾力西尔·艾尼瓦尔找到段
玉洋，递上自己用汉字一笔一划写下的
入党申请书。

上大学期间，艾力西尔担任班里的
文体委员，因表现良好，被辅导员推荐去
上党课，但他以“怕耽误学习”为由婉拒
了辅导员的好意。

心之所属，实为信仰。2018年 9月，
艾力西尔入伍来到六连，在政治教育中
详细学习了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后说：
“以前，总以为我能从新疆和田到上海
读高中，再到成都上大学，都是命运的
眷顾，现在才明白，这一切都受益于党
的好政策！”

一次与父亲电话交流，艾力西尔得
知，在党的关怀下，乡亲们“一个都不少”
地过上了好日子。这使他越发认清了中
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郑重地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

知之愈深，行之愈坚。艾力西尔是
这样，一代代六连官兵也是如此。

2017 年 5 月，随着调整改革的推
进，六连和多个连队整编合并。新
的党支部一成立，就组织大家认真
学习关于改革强军的理论要点，重
温连队历经多次调整越改越强的历
程，很快统一了官兵思想认识。时
任连长寇克奇主动报名交流到异地
任职，带动全连 21 名官兵告别六连
奔赴新岗位，其中 13 名骨干从繁华
都市调到山沟哨所，大家打起背包
就出发。

随后两年，六连连续转隶，全
连官兵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叫走就
走，叫留就留。面对全新的岗位需
求，排长安瑶等 4 名女干部和 10 名
女兵苦练专业技能，两个月内全部
成 功 转 岗 ， 年 终 考 核 全 部 优 秀 ；
2017 年 12 月，四级军士长邓勇金从
友邻单位汽车班分流到六连，看到
全连官兵人人苦练军事技能、投身
改革强军，他主动从驾驶员转型成
巡护员。

前不久，连队把官兵带到驻地成就
展现场，组织官兵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
比，进一步认清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更
加坚定了牢记初心使命、担当强军重任
的政治自觉。

信念融入骨髓，永葆忠诚底色。这
些年来，一茬茬官兵用党的科学理论武
装思想、铸造灵魂，“一看就是六连的兵”
的金字招牌历久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