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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上旬，江西省吉安军分区组
织民兵专业分队与空军某场站进行军
兵种联训联演，搅热了井冈大地。与
以往不同的是，由 21名专业人员组成
的民兵政治工作应急分队紧跟作战进
程开展心理测评、战地创模、宣传造势
等活动，成为演练场上的亮点。

“面对军事训练形势任务发生的深
刻变化，政治工作必须贴上去服务、靠
上去保证、渗进去工作，真正在结合融
合整合配合中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和强
大精神动力。”该军分区政委邹铁平告
诉记者，当前，民兵参加抗洪抢险、森林
灭火等急难险重任务呈现出常态化趋
势。同时，随着微信、微博等新兴媒体
的普及，对民兵思想政治工作提出更高
的要求。

据此，该军分区着眼加强和改进
新形势下民兵政治工作，以《民兵政治
工作规定》为依据，结合年初民兵整组
工作，将具备宣传鼓动、舆论监督、心
理防护、政策法规等专业知识的 21名
高素质人才编进民兵队伍，组建了一
支民兵政治工作应急分队，着力强化
拓展民兵思想政治工作功能。

为提高这支队伍的能力，他们通
过集中培训，帮助队员认清民兵政治
工作“怎么做，做什么”；组织专题研
讨，修订完善政治工作预案，重点对

“如何开展执行任务中民兵心理防护
工作”“如何在实战中培育战斗精神”

“战时如何鼓舞我军士气”等 8个课题
进行研究，筹划了平时和战时政治工
作方法和步骤。

在此基础上，该军分区还开展政
治工作实兵演练，让民兵政治工作预
案在硝烟弥漫中接受检验。通过集中
培训、专题研讨和实兵演练，培养和造
就了一批“懂政治动员、懂宣传鼓动、
懂心理防护、懂临战教育、会组织指
挥、会处置情况、会发动群众、会撰写
战时文书”的高素质政治工作队伍。
此次演练，政治工作不再唱“战前搞动
员、中途布氛围、战后作总结”的“三步
曲”，全程发挥服务保障功能。

“生命线”闪耀演训场，进一步激
发 了 官 兵 投 身 强 军 实 践 的 政 治 热
情。此次演训期间，基干民兵小陈训
练热情不高，经常开小差。原来，集
训前，他已与女朋友约好外出旅游，
并已购买了车票，由于参训无法赴
约，正与女朋友闹矛盾。民兵政治工
作应急分队了解情况后主动靠上前，

一方面肯定小陈服从组织安排的行
为，一方面联系他的女朋友，解释清
楚小陈的行为是为国防建设出力，很
快得到了女朋友的谅解。“组织帮我
解决了‘闹心事’，我可不能再在训练
中分心走神了！”二人重归于好，小陈
放下了思想包袱，全身心投入到训练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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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日，辽宁省沈阳警备
区与沈阳师范大学联合开展“铭记
历史、崇尚英雄——话新时代大
学生使命责任”主题活动，邀请抗
战老兵程茂友为师生上了一堂生
动的国防教育课。课后，大学生们
纷纷与程茂友合影。 梁忠春摄

本报讯 徐兴奇报道：近日，辽宁省
军区锦州第三干休所升级服务保障工作
模式，按照每名老干部的健康状况，一人
一案建立日常医疗保健档案，为每位老
干部和遗属购置了医疗呼救器、输氧装
置和分药盒等医疗器材；实行门诊部、体
系医院和“120”急救中心三方联合抢救
措施，受到老干部欢迎。

锦州第三干休所

升级服务模式情暖老干部
本报讯 杨洪兆、何丹报道：着眼冬

季来临、易发山火的实际，11月 6日，安
徽省旌德县人武部组织民兵进行森林防
火实战演练。演练以“埠尚村后山森林
出现火情”为背景展开。森林防火指挥
部迅速启动应急防火预案，紧急集结基
干民兵奔赴“火场”展开救援，很快控制
了火情。

旌德县人武部

开展森林防火实战演练

近日，浙江省龙泉市人武部与市交通战备办公室、公路管理局联合开展
战备钢桥搭建应急演练，经过6个多小时的奋战，5支抢险队伍成功架设战备
钢桥。 方维强摄

本报讯 王泉良报道：有了野外保
障炊事车，野营拉练民兵也能吃上可口
饭菜了——广西钟山县人武部大抓实战
化后勤保障取得明显成效。今年以来，
该人武部通过组织大家研究实战化后勤
保障问题、分析查找不足、在民兵军事训
练中加入操作课目等方式着力提升实战
化后勤保障水平。

钟山县人武部

实战化后勤保障成效明显

11月 9日，我又一次带着毛巾、拎
着一桶清水来到米峪镇战斗纪念碑亭，
擦拭纪念碑。干完活，环视修缮一新的
纪念碑和亭子，我感到十分欣慰。

这里的烈士纪念碑是乡亲们自发
捐资修建的，其中故事凸显时代变迁。

1940年 6月 16日，盘踞在静乐县
的日军第九旅团村上大队窜到娄烦县
米峪镇扫荡。八路军 358旅判定这股
敌军孤军深入山区，就决心集中优势兵
力消灭敌人。战斗于次日凌晨 4时打
响，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八路军 358
旅歼灭村上大队700余人，但自己也付
出了较大牺牲。

战斗结束后，乡亲们收殓壮烈牺牲
的八路军官兵遗体，清理干净后就地掩
埋在战斗最激烈的国练村西山。当年，
由于条件所限，乡亲们没法给烈士们立
碑，只能垒起一个个小坟包。坟包不大，
但在乡亲们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大家
伙儿不仅口口相传八路军在此奋战的故

事，逢年过节还为烈士们敬香祭奠。
小时候，父亲常带我去祭奠革命先

辈，每次看到被战火熏烤的焦黑土地和
被枪弹打断的粗壮松枝，我脑海里总能
想象到杀声震天、硝烟蔽日的惨烈战斗
场面。受此熏陶，我从小就立志参军报
国，继承先烈遗志。

1970年，我光荣参军，在部队先后
担任报道组组长和宣传组组长，在训练
之余经常给战友们讲述米峪镇的战斗
故事。每次回家探亲，我都要去烈士坟
前缅怀先烈。那时，总能碰到同样前来
祭扫的乡亲，他们有的会给坟包上添几
把土，有的清除坟包周边的杂草。

再后来，米峪镇战斗遗址渐渐成为
县里开展国防教育的主要场所。县领导
和乡亲们为革命先烈竖碑的愿望越来越
强烈，但因娄烦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县里
财政紧、百姓钱袋瘪，一直未能如愿。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娄烦县后，家
家户户的经济状况都逐渐向好，立碑一

事又被提上日程，县里研究决定，修建米
峪镇烈士陵园。得知这一消息，大家都很
是高兴。县政府挤出部分经费，乡亲自发
捐款凑一些，实在拿不出钱来的就主动参
加义务劳动，帮忙平整土地、搬运建材。
1997年，在军地多个单位的共同支持下，
米峪镇烈士陵园于国练村西山建成了。

此后的20多年，纪念碑和烈士陵园
已成为开展红色教育的重要场所，如今
更是远近闻名的国防教育基地，人武部
每年组织新兵来这里进行革命传统教
育、各中小学校开展国防教育活动来此
缅怀先烈、企事业单位组织爱国主义教
育活动会在这里了解历史学习先烈……
我这个退伍老兵也在这里找到了弘扬革

命传统的新战位，时常来此处义务讲解
先烈的英雄事迹，引导大家铭记历史。

随着县域经济的持续向好，老百姓
的日子也一天天红火了。致富不忘革
命前辈，10月15日，太原市军地联手为
纪念碑“更新换代”，乡亲们又一次踊跃
参与。洁白的汉白玉护栏和安放纪念
碑的亭子都为纪念碑增添一分庄严神
圣。更换新碑的消息不胫而走，又一次
引发了人们前来缅怀先烈的热潮。看
着烈士碑前还散发着芳香的敬献花篮
和花束，我想，革命先烈的气节与精神，
一定会被大家铭记与传承下去。

下图：修缮一新的米峪镇战斗纪念
碑亭。 武万祥摄

抗战期间，八路军官兵在山西省娄烦县米峪镇浴血奋战，乡亲们就地挖坑掩埋牺牲的
烈士；几十年来，乡亲们始终想为烈士立碑，直至改革开放后才了却心愿—

乡亲富了，烈士碑立起来了

讲述人：李国成
1952年8月出生，1970年入伍，1976年退伍，曾任山西省娄烦县委宣传部副

部长、县党史办主任，从事党史军史研究多年。
整理人：郭冬旭、纪凤缓、马彦博

本报讯 王士刚、刘鹏武报道：11
月8日，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武部14
名职工党员来到马路街建设路社区，与
社区工作人员就如何抓好基层党建工
作进行交流。该人武部联合社区党支
部组织开展党员“双报到”等活动、蹚出
一条“互学共促、资源共享、军地共赢”
的新路子。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不断深
入，职工党员除接受人武部管理外，
还应自觉接受所在社区党组织的管
理，积极参与社区服务活动，强化职
工党员担当。”人武部政委刘富俊告
诉笔者，“双报到”即人武部职工党员
跟随单位党组织到街道社区报到，
参加街道、社区共建活动，并定期到
居住地社区党组织报到，在“八小时
外”参加“社区党员先锋”活动。人
武部民兵训练基地主任李红杰代表
机关党支部与建设路社区党支部书
记林霞签订了党支部共建承诺书，
组织党员认领志愿服务岗位，并进
行个人承诺，引导职工自觉接受社区

党组织管理。
“社区人员大多半路出家，处理一

些事务性工作是强项，开展思想政治
工作却不知如何下手”“年轻同志大多
是单位、家庭与故乡三地跑，提高他们
的工作热情和归属感是最头疼的事，
请问部队有什么好办法……”讨论会
现场，来自社区的党员接二连三地
抛出教育管理难点问题，人武部职
工党员积极回应，从不同层次、不同
角度，帮助社区工作人员分析研究
解决方案。

除此之外，他们按照“缺什么补什
么”的原则，邀请当地基层党组织负责
人和优秀党务工作者来传经送宝，双方
探讨开展工作的创新思路，着力实现军
地双方基层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齐头
并进。

据了解，下一步该人武部将加强沟
通联系，利用建党建军等节日开展双向
学习，在组织建设、党员管理、党日活
动、党员教育等方面进行广泛交流合
作，进一步强化党的基层组织功能。

漯河市源汇区人武部联手社区

互学互促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

本报讯 郑超群报道：11月8日，广
东省揭阳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收到一面写
有“爱护子弟兵，排忧献真情”“为军解
忧，军民情深”的锦旗。这是前不久在此
过境的某旅官兵，为表示对揭阳市军地
各项保障工作的感谢而送来的。

9月底，有多支参加实兵演练的部
队过境揭阳。接到部队函告后，揭阳市
军地将这次保障任务作为一次难得的练
兵机会，着力提升快速动员和支援保障
能力。

揭阳军分区第一时间与过境部队对
接，了解保障需求，研究制订保障方案，
对保障工作进行周密部署，细化任务、明
确分工、责任到人。与此同时，他们启动
支前保障预案，报告市委、市政府领导，
协调召开国防动员会议，就保障部队过
境、驻训有关支前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为参演部队提供保交护路和交通管制等
行动保障、医疗救护和装备维修等勤务
保障、民情社情和气象水文等信息保障。

随后，揭阳市国防动员系统出动交

通、医疗、装备抢修等各类支前队伍，在
高速公路服务区、主干公路沿线、宿营地
等开设 18个支前保障站点，大跨度、多
方式、远距离支前保障万人千车过境、集
结、驻训、参演。

担任保障过境部队任务的惠来县针
对参演部队实际拟制支前保障总体方
案，并完善保交护路、后勤保障、安全风
险评估等一批预案，按应战标准给 8个
批次机动过境部队、15个宿营点提供全
方位保障，受到官兵的好评。

广东省揭阳市开设18个支前保障站点

全要素保障部队万人千车过境演训

我与老兵爷爷合个影我与老兵爷爷合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