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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千车，千里机动，穿越八百里
秦川……”这是 2008年 7月，时任某装甲
旅宣传干事杨继龙，发表的一篇描述“猛
虎师”驰援四川青川的报道。

没想到 10年后，杨继龙成为青川县
人武部部长，他给记者讲了“鸡毛信”的
故事。地震发生后，时任青川县人武部
部长袁世聪忍着失去亲人的悲痛，带领
全县民兵与“猛虎师”官兵一起救人。

当时青川交通阻断、通讯全无。地
震当天下午 3时，袁世聪手书一封“鸡毛
信”：“青川已遇特大地震，断水断电，交
通阻断，通讯全无，请求上级救援。”他将
这张纸和一盒记录着青川县乔庄镇受灾
情况的录像带，交给人武部职工马占泉
及专武干部杜磊。两人从摩托骑行到弃
车徒步，再到翻越山岭，当晚将“鸡毛信”
送抵广元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广元 550
名民兵星夜赶往青川救灾。

5 月 13 日 12 时，广元民兵抵达乔
庄，成为首支青川以外的救援力量，并带
来军分区唯一一部海事卫星电话，将受

灾信息传递出去，全国的军地救援力量
开始驰援青川。

如今，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杨
继龙告诉记者，去年他们驰援九寨沟地
震救灾任务时，青川民兵不仅携带了北
斗手持机、铱星电话，还配备了生命探测
仪等重要装备。

从汶川特大地震中走出来的青川民
兵是一支经验丰富、奉献意识强的队伍，
青川是川陕甘三省交界地，在需要的时
候，总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曾参加过
多次省内外的救援行动。

2010 年 8 月 7 日，甘肃舟曲发生特
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奉四川省军区命令，
青川县人武部组织 120 名民兵，昼夜兼
程 380 余公里赶赴舟曲灾区，成为跨省
异地救援的第一支民兵队伍。

在灾区救援的 8天里，他们奇迹般
救出了 55岁的藏族同胞刘马姓代，他被
埋在 4米左右的泥石流下面已经 60 多
个小时。当时在现场参加救援的民兵
张正康回忆，在情况不明的时候，退伍

老兵、木鱼镇民兵柳丕才冒着危险钻进
几米深的洞里，确认有生命迹象，大家
齐心协力将人救了出来，创造出一个生
命奇迹。

青川民兵为何如此能打硬仗？杨继
龙总结道：“关键是编得实、练得勤，在实
战中提升战斗力。”

青川的地质灾害救援和森林防护任
务繁重，该人武部以使命任务为牵引，以
实际需求为目标，按照“编为用，建为战”
的要求，进一步调整布局、优化结构，成
立青川县地质灾害救援分队，配强常态
化应急民兵队员，不断增强新时代国防
后备力量的组织动员、快速反应和支援
保障能力。

除了地质灾害救援，青川民兵还担
负其他任务。在“2017 中国·青川国际
半程马拉松”赛场上，120名青川民兵承
担现场安保任务，他们身着迷彩服在重
点区域维护秩序、服务群众。2018年春
运，在西成客运专线青川站，20名青川
民兵参与了反恐防暴应急演练。

打造专业救援队伍屡建新功
从“鸡毛信”到北斗手持机，装备的更新、人员的优化，让

我们拥有了更加专业的救援力量

2008 年 5月 12 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地震给四川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损害。地震来袭之
时，处于重灾区的北川县、青川县、平武县、江油市等县市的人武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救人”，他们迅
速组织起民兵队伍，带领群众展开自救。与此同时，他们还发挥熟悉地形、了解民情社情等优势，积极
引导、辅助驰援部队的救援工作。震后，重灾区的人武部以最快速度重新起步，以昂扬的姿态奋力前
行，重建家园、重塑武装工作……近日，记者来到北川县、青川县、平武县、江油市人武部，听他们讲讲
这 10年间的故事。 ——编 者

震后十年，重灾区人武部交出合格答卷
■本报记者 张 蕾 范奇飞 孙绍建

“5·12”汶川特大地震中，当北川县
人武部职工郑植耀被救援人员从废墟中
救出后，他强忍失去父母、岳父母、妻儿
的悲痛，迅速投入抢险救灾，被评为“全
国抗震救灾英雄模范个人”。

2010年，郑植耀和初中同学重组家
庭，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一家人过
着平静的生活。他放弃了当公务员的机
会，仍在北川县人武部当驾驶员，原因是
舍不得离开。

地震发生时，北川县人武部大部分干
部、职工以及正在集训的民兵应急分队
100多名队员同时被埋进废墟。70多名干
部职工、民兵和家属遇难。幸存者在废墟
上集结，在帐篷外竖起“人武部”的牌子。
“在震后 10 年间，一个英雄的群

体——北川县人武部始终与英雄的北

川县人民一道共克时艰，战胜一个又一
个困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丰富
并发展着这种精神内涵。”北川县人武
部部长江继明诠释了这个英雄群体的
责任与担当。

2009年 10月，唐家山堰塞湖地区重
建工作正式启动，北川县人武部承担了
唐家山堰塞湖淹没区 4个村、700多户群
众返乡重建安置任务。当年 10月 25日，
帮建民兵成建制开进羌寨，直到 2010年
春节前夕，受灾群众全部搬进新房后，帮
建民兵才回撤。2011年初，唐家山堰塞
湖生态修复工程全面展开后，北川县人
武部又组织 200多名民兵在湖边义务植
树和种植玫瑰花 400 多亩，拉动生态经
济，美化环境。

2009年，新北川县城异地重建。因

地处永安镇与安昌镇之间，时任中共中
央总书记胡锦涛将其命名为“永昌镇”，
取永远繁荣昌盛之意。这是要在一片农
田上完全新建一座城市，上千台工程机
械，3万名建设者投入建设。一支由 138
名青年民兵组成的北川县民兵抢险应急
分队，肩负起维护建设秩序、防火、防盗
职责，民兵天天巡逻在新县城的各个建
筑工地，确保建设工地安全稳定。

2010 年底，新县城建成，2011 年北
川群众正式迁入，北川县人武部也完成
了从帐篷到民房，从老县城废墟到新县
城的 4次搬家任务。在北川中学原址上
修建的“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用
实物和文字、照片，记录了众志成城抗震
救灾和重建的过程，里面不乏北川县人
武部、北川民兵的身影。

组织民兵投入县城异地重建
我们从帐篷搬到新县城，历经4次搬家，这不仅是

人武部的重生，更见证了新北川的崛起

2008 年 5 月 12 日，曹立果在成都
时，他的家乡平武县平通镇灾情严重，5
名亲属在地震中不幸遇难。曹立果说：
“地震改变了我。”2008 年，从四川师范
大学毕业后，曹立果成为一名大学生村
官，从此扎根基层。

如今，曹立果作为平武县人武部职
工，进驻虎牙藏族乡虎丰村担任第一书
记，带领村民脱贫奔小康。

平武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汶川特
大地震后，扶贫任务更加严峻。平武
县人武部对口扶贫 3 个村，曹立果是
从 2016 年起常驻虎丰村的。他非常
熟悉农村工作，说到扶贫，曹立果认
为：“最重要的是和村民处好关系，他
们将我当成自己人，有什么问题都跟
我说。”

虎丰村辖 5 社 264 户，总人口 809
人，精准识别贫困户 38户 113人。贫困
农户自身脱贫能力低，接受教育程度低，
观念陈旧，科技意识不强，缺乏致富能
力。于是，曹立果积极协助开办“农民夜

校”，开展产业培训和指导。
在曹立果带领下，虎丰村因地制宜，

充分利用自然生态环境资源。虎丰村平
均海拔 1500 米，适合发展高山水果种
植，曹立果就请来专家，组织果树栽种技
术培训，协调树苗种植。平武适合养殖
中蜂，他又带领村民兴建养殖园区，种植
药材作为蜜源，药材还可以销售。据曹
立果介绍，2017年，他曾组织 24期夜校，
请农业方面的专家实地教学，同时还开
设了法律法规课程。

此外，曹立果还在当地发展生猪生
态养殖，推动集体经济，培养“造血”功
能。他采取群众自愿报名参加、“家庭
农场”和村委合作养殖模式，养殖户与
村集体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双方的责任
和权利，确保养殖的生猪为纯粮食喂
养，村集体在年底宰杀称重销售后，收
回村集体的本金并按每斤 1 元收取红
利，其余收益全归合作农户所有。这样
一来，既保证了农户持续增收，又使村
集体经济持续壮大。“这就是‘造血’功

能。”曹立果说。
经过努力，截至 2017 年底，虎丰村

已脱贫 37户 110 人，还有一户 3人未脱
贫。2018年，曹立果的目标是带领最后
一个贫困户脱贫，而平武县也将在今年
脱贫摘帽。

平武交通不便，从北川到平武，皆是
盘山公路，路两边重峦叠嶂，走过一座还
有一座，让人有走不出大山的感觉。两
山之间一点点的平地都被种上了庄稼，
而平武县城则建在山间的一块较大的平
地上。

平武是大熊猫第一县，野生熊猫数
量全国第一，环境优美，有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但交通不便导致旅游业发展受阻，
仍以传统农业为主。记者在采访途中听
到好消息：绵（阳）九（寨沟）高速公路正
在修建之中，平武将从中受益。曹立果
听到这个消息也非常兴奋，他说，届时路
通了，我们大山里的好东西会源源不断
地运出去，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见证
我们平武的美。

开展精准扶贫一个都不能少
地震发生后，我们扶贫任务更重了，但我们能坚定扎根基

层的信念，让老百姓摘掉穷帽子的信心很足

江油市在汶川特大地震中是受灾
较重的地区，部队的帮助他们从来没有
忘记过。

该市驻军较多，地方政府就下大力为
驻军解难帮困。其中，江油市人武部作为
联结军地双方的纽带，做了大量工作。

江油市位于四川盆地北部，作为一
座传统工业城市，一些大型工业汇聚在
此，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在市人武部
的协调下，地方政府为驻军营区、训练
场地建设等提供支援，还协调企业为某
部接入天然气，解决了该部的难题。

近年来，为了维护军人军属的合法
权益，江油市人武部不断健全和完善涉
军维权工作机制，加大军地联合维权力
度。人武部部长何波告诉记者，他们通
过社会管理平台，把维权网络延伸到乡

镇、街道和村组，使涉军案件、军人军属
涉法纠纷得到及时妥善处理。

此外，他们还在人武部政工科办公
室开设涉军维权热线，聘请来自司法局
的兼职法律顾问，建立法律服务工作站，
为来信来访的军人军属提供法律服务。

汶川特大地震后，很多老兵档案资
料丢失。重华镇平桥村 4组的王子全
是 1964年入伍的老兵，一次，他拿着镇
武装部开的查询档案证明，到江油市人
武部档案室查询，但经工作人员详细查
找，无此人档案。像王子全这样的情况
并不是个例。

不能让老兵的利益受损。江油市
人武部协调地方民政局、人事局等相关
单位，出台相应政策：只要退伍老兵能
够提供 3名同期入伍战友的证明，经 3

名战友签字（盖手印）确认后，再由乡镇
武装部走访核实、签字盖章，最后交到
市人武部签字盖章。此证明地方相关
单位即可视为有效，并可以成为办理业
务的凭证。由此，不少退伍老兵又重新
找回了自己的身份。

随后，江油市人武部加大经费投
入，购入了新式档案柜、档案盒、电脑等
办公设备，安排专人对现存的 2.1 万余
份退伍军人档案资料，按照姓氏、年代
进行整理、分类、归档和统一编号，造册
入柜，并将档案信息输入电脑，建立了
专门的退役军人档案数据库，实现了退
役军人档案电脑化管理，确保退伍老兵
档案管理的严肃性和规范性，为更方便
快捷地查阅退役军人档案资料提供了
保障。

积极帮助军人军属解决难题
作为军地协调部门，我们一定要不遗余力地为部队官兵

解难题办实事，不能让他们流血又流泪

走过当年的地震灾区，交通

正在变得越来越便利，车行其间，

绿水青山就在眼前，金黄的小麦

和油菜，正待收获。

除了被保护起来的地震遗

址，其他地方很难见到当年那场

灾难的痕迹，重建的新房子整齐

划一，能看出是重建房。北川县

人武部职工郑植耀说，北川新县

城近些年最大的变化是，树都长

大了。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

自然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为过上好

日子而努力。他们心态平和，经历

过大事，不争不抢，泰然若之。

十年过去，他们带着希望宁

静地生活着。人武部的干部职工

于军地之间协调服务；民兵在训

练，以备紧急情况发生时，能够守

护大家的安全；经济状况不好的

山区，有骨干力量带领村民脱贫。

十年过去，这里的人民怀着

感恩之心，怀着对生命的敬意，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近，情义更

加深厚。不管在山区，还是县

城、平原，大家都各自安好，宁静

祥和，这一切的一切，让人觉得

安心，放心。

他们现在都在
宁静地生活

图①：青川民兵在九寨沟震区
徒步奔袭救人。 王维健摄

图②：平武县人武部给贫困户
送鸡苗。 龙安荣摄

图③：北川新县城，女民兵在巴
拿恰商业街巡逻。

黄安华摄

图④：江油市召开军地座谈会，
解决军人子女入学、军属就业等问

题。 隆 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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