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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任编辑 王京育 鲁文帝

本报讯 刘洋、臧科伟报道：宣传
疫情防控知识、测量体温摸排人员、消
毒生产生活场所……2月底，山西省晋
城市某企业厂房内机器轰鸣作响，工人
们正加速生产，不远处，几名民兵背着
20多公斤重的消毒箱在各生产线上来
回进行消毒作业。

“为了自身安全，请大家排好队，距
离保持在 1米以上。”“体温 36.3摄氏
度，属正常范围，请通行！”某企业，民兵
3人一组，在主要出入口设立体温检测
服务点，对所有进出人员进行体温检
测、登记，对车辆进行消毒。

随着企业返程复工潮的到来，人员
流动性集聚性明显增强，晋城军分区向
广大民兵发出“战疫情、保生产、当先
锋”倡议，动员他们积极参与复工复产。

“虽然我们不能成为挽救生命的逆
行者，但可以成为复工复产的主力军、
排头兵。”接到复工通知后，编组在某公
司的民兵第一批响应，迅速回到工作岗
位，加班加点奋战在生产一线。在他们
的带动下，本地及留守晋城的员工也返
回工作岗位，回乡的员工主动联系公司
确定返程日期。

在某公司，印有“抗击疫情，我们一
战到底；复工复产，从民兵做起”的横幅
十分醒目。临近午餐时间，编组在这里
的 12名民兵提前来到公司食堂，加入

“安全就餐监督队”行列。他们有序组
织工友分批次就餐，逐个提醒大家餐前
洗手，杜绝两人以上同桌就餐，用餐后
戴上口罩立即离开，不要聊天攀谈。

“绝不能光顾经济效益而不顾疫情
防控。”编组在该公司的民兵应急排排
长徐亮表示，复工复产增加了人员聚集
风险，当前疫情防控任务依然艰巨，民
兵必须发挥突击队的作用，帮助企业将
疫情防控的各项举措落实到位，做到科
学防控和企业生产两不误，为复工复产
立起安全屏障。

人勤春来早，复工复产忙。目前，
更多民兵开始投入到复工复产大潮中，
他们时时靠前站、处处当先锋，用民兵
也是“兵”的姿态在这场战“疫”中贡献
力量。

山西省晋城军分区

企业复工民兵当先锋

本报讯 记者安普忠、贺志国报
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内蒙古军
区聚力做好防疫抗疫政治工作，激励鼓
舞战斗在 4000多个蒙古包检测站的
8890名民兵，他们始终保持高昂斗志，
守护着草原净土。

一个蒙古包检测站就是一个牢不
可破的战斗堡垒，一面鲜红的民兵旗帜
就是一个不胜不休的坚强阵地。内蒙
古军区结合疫情发展趋势，专门下发关
于做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政治工
作的通知，指导各级利用各种平台、各
种方式，积极做好防疫抗疫政治工作，
用“生命线”筑牢战“疫”线。

呼和浩特警备区要求“把民兵旗帜
树起来、把民兵服装穿起来、把民兵标
识戴起来、把民兵哨位牌立起来”，鼓励
民兵党员亮身份、当先锋；阿拉善军分
区发动基层民兵走进蒙古包，通过蒙、
汉双语宣传疫情防控知识……一时间，
从林海到戈壁，从社区到嘎查（村），随
处可见民兵执勤分队战斗的身影。

“口罩必戴，外衣勤换；进门洗手，
多洗几遍……”乌兰牧骑队员照日格图
录制的蒙、汉双语好来宝《众志成城，抗
击疫情》一经播出，迅速走红网络。疫
情当前，他们这支“草原文艺轻骑兵”既
当战斗员，又当宣传员，在做好社区管
理、体温检测、卡口消毒等工作的同时，
还录制了《乌兰牧骑旗帜在战“疫”中飘
扬》等30多部小视频，为防疫一线人员
送去精神食粮。

“我们还借助‘国防大北疆’等电视
栏目和‘强固北疆’等公众号，大力宣传
民兵防控动态消息和感人事迹，通过发
布抖音小视频、发放宣传手册、张贴宣
传标语等，及时传递党的声音，传递军
民同心抗疫的决心信心。”内蒙古军区
政治工作局主任谷立峰说。

鸿雁北归还，草原春意暖。疫情发

生以来，内蒙古军区官兵和民兵应急分
队主导封控的 4000多个小区、嘎查，
30%以上都是难度大、危险性强的区域
和点位，但官兵始终牢牢坚守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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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岁的张晶晶，是江苏省镇江市第
一人民医院的护士；同样 26岁的柏广
强，是一名海军军官，两人去年7月领了
结婚证，但由于柏广强经常任务在身，婚
期一拖再拖。

“老公，我请战去武汉了，这是每名
医护人员的责任！”“去吧，做好防护，注
意安全！”递交请战书后，张晶晶在凌晨
时分给远在亚丁湾护航的柏广强发了信
息：“老公，每次都是你保家卫国，这次轮
到我了，一起加油！”

抵达武汉天河机场后，张晶晶在微
信朋友圈中写道：“天河机场空空荡荡，

只有列队的逆行者们。”
2月 14日晚，张晶晶正式进入方舱

工作，这天是“情人节”，她给爱人发了信
息，但柏广强没回。“恋爱4年，一直聚少
离多，在一起的时间总共不到3个月，自
领了结婚证，这都大半年没见面了。”张
晶晶通过微信通话，告诉笔者，柏广强执
行护航任务，一般情况下手机都没信号，
少则几天，多则二十几天才联系一次，即
便联系上了，也是几条信息或短短几句
话。“我理解他，他也懂我。相爱，不需要
太多言语。”张晶晶说。

张晶晶每天从住地到方舱医院，要

乘近一个小时的班车。从穿上防护服，
测血压、量体温、观察氧饱和度，到最后
脱下防护服，一个班下来都在10个小时
以上，为了节约资源，张晶晶和同事们在
上班前都穿上尿不湿。

方舱医院都是在短时间内改建而成
的，物资准备会有不足。病人需要什么洗
发水啊，洗衣液啊，会在医护患者微信群
里说，张晶晶就会在第二天上班时为大家
准备好。患者里有个14岁的小男生，张
晶晶时常给他带牛奶、零食，还抽空帮他
复习功课，小男生亲热地叫她大姐姐。

有一天，一位疑似患者急于知道自
己的核酸检测结果，情绪急躁，大嚷大
叫。张晶晶立即上前安抚，向他耐心解
释咽拭子采样送检的全过程，并在检查
结果出来后立刻跑过来告诉他是阴性，
患者高兴得热泪盈眶。

“提前祝你生日快乐！”3月6日是张

晶晶的生日，3月 4日晚，柏广强从亚丁
湾打来卫星电话。和往常一样，话语不
多：“别太累了，等我回来。”就这两句话，
让张晶晶暖到心里。

“你俩对婚礼有何打算？”
“我们商量过了，等彻底打赢这次疫

情防控阻击战再考虑举办婚礼。而且有
可能的话，我们想来武汉蜜月旅行，想再
看看武汉这座美丽坚强的城市。”张晶晶
告诉笔者。

上图：张晶晶（右一）和同事正在方
舱医院工作。

江苏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护士张晶晶正在武汉战“疫”，此刻她的
“兵哥哥”柏广强在亚丁湾护航。小两口今后有个愿望——

想来武汉度蜜月
■刘晓平

“身披征衣的战‘疫’英雄让人动
容，他们是最美逆行者，是我心中的偶
像。”湖南省安化县梅城实验高中学生
彭佑云在直播平台留言感叹。

2月中旬，湖南省抓住国防教育的
特殊时机，军地联动下好“先手棋”，为
青少年学生量身订制《在战“疫”中成
长——“ 致 敬 英 雄 ”》国 防 教 育 专 题
课。专题课开播后，省内 1000多万师
生和家长线上异地同步收看，一个月
内全网点击量破 1.4亿次，互动留言
300多万条。

“我们策划这堂国防教育课之初，
并没有想到会有如此效果，这说明，

‘棋’我们下对了。”省国教办主任谭柏
林告诉记者，疫情防控是当前最重要的
工作，国防教育要赢得关注引发共鸣，
就要回应关切、加强互动。

抗疫中那些“最美逆行”“最感人
的坚守”，都是透过方寸屏幕走进观众
心田的国防教育“活教材”。记者在国
防教育专题课的 300多万条互动留言
中发现，“长大要当解放军、子弟兵是
我的人生偶像”之类的留言持续霸屏，

“团结一致、战‘疫’必胜”一类的评论
持续发酵。

“在全民战‘疫’中办好国防教育
课，也是对人民大众的一次精神动员。”

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任刘明建告诉记
者，这次全省在线国防教育课为战时国
防教育提供了样本，更是战时政治动员
的一次实践，对今后在应对重大自然灾
害、突发公共安全事故，甚至战争时，如
何借助国防教育教化人心、凝聚力量进
行了尝试。

盘点这次国防大课，从教材选定、
教室设置、授课途径、人员组织等等，每
个环节都要由多个部门协作完成，全程
顺畅顺利。省国教办干事谭杰波告诉
记者，全民国防教育需要全民来参与，
更需要军地联动、整合资源共同来办
课。那究竟该如何联动？省国教办联
合相关国教委成员单位进行“线上研
讨”：制定完善平战结合的国防教育联
动预案，变“被动联”为“主动联”；完善
国防教育经常化规范化制度机制，变

“一时联”为“常态联”；拓展国防教育行
业领域，变“局部联”为“全域联”……

同时，国防教育“全民网课”时代的
开启，也给教师带来了诸多挑战。什么
样的国防教育课能“炒”出热度？什么
样的“网络主播”能吸引流量？

这次战“疫”英雄课实力圈粉千万
人，战“疫”英雄课主讲老师郭晓芳认
为，合“口味”才有“好胃口”。“让国防教
育活起来，就是要把我们‘想讲的’变成

学生‘想听的’。”实践中，郭晓芳和同行
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只有与学生在
同一平台、同一频道、同一个语言体系
中对话，才能让国防教育真正拨动学生
的心弦。很多学生也表示，这样上国防
教育课不枯燥乏味，还可以和老师同学
互动，很容易提起兴趣。

“新鲜、动感、时尚，对年轻人有天
然的亲和力，国防教育要走出创新之
路。”谭柏林认为，抓国防教育的视野，

不能光盯着教室的黑板，要促传统方式
“换筋骨”，让新型模式“挑大梁”。

“教育的网红主播，肯定不是红在
颜值。”郭晓芳告诉记者，予人星火者，
不仅要心怀火炬，还要把有意义的事讲
得有意思，学生才能够接纳。由此，“网
红国防教育课”引发培养“网红国防教
员”效应。谭杰波介绍，教育者要先受
教育，今后中小学校国防教育教学研讨
培训要形成机制，专职教师的培训要常
态化开展，让教师了解国防教育教什
么、怎么教。

在这次国防教育直播课中，大多数
家长和学生一同听课，每一个播放终端
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在上国防教育课。
不少家长表示，这样的直播课堂太及时
了，既鼓舞了战“疫”的信心，又给孩子
树立了人生榜样，并期待更多这样的课
堂。“国防教育依托传媒走进社会单个
家庭，将国防教育和家风教育、精神文
明培塑等有效结合，这将是今后融合发
展的趋势。”谭柏林就下一步省国防教
育的规划提出意见和建议。

上图：国防教育课《在战“疫”中成
长——“致敬英雄”》总班主任郭晓芳
老师在直播间授课（视频截图）。

湖南省军地联手开播《在战“疫”中成长——“致敬英雄”》国防教育课，
一个月内全网点击量破 1.4亿次，互动留言 300多万条——

战“疫”国防教育课火爆三湘
■方争辉 文 巧 本报记者 陈 静

做好国防教育工作，必须思考一个
问题：如何把握时代性、讲求丰富性、增
强知识性，从而提高对民众的吸引力和
教育效果。

筑牢全体公民“精神长城”，是新时
代全民国防教育面临的新挑战。

当前，国防教育“我讲你听”“我说
你做”的时代已过去，站在时代窗口，
必须号准时代之脉，才能端出适合民
众胃口的国防教育大餐。湖南省举军
地之力打造的“网红国防教育课”成功

开播，表明国防教育只要树牢“大国
防”思想观念、拓宽“大格局”教育路
子、健全“大体系”运行机制，在走心、
走活、走深、走实上下功夫，在理念、内
容、形式、方法、手段上搞创新，就能引
发全社会的共鸣。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踏准新时代节拍奋勇前进，敢于直
面问题，勇于解决问题，就一定能够赋
予国防教育以新的生机和活力，从而产
生良好的社会效应。

创新做好国防教育大餐

近日，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武部邀请开山岛民兵哨所名誉所长、湖南
路模范女子民兵连名誉指导员王仕花，与参加疫情防控的民兵微信视频连
线，勉励大家把初心写在行动上，把使命落在岗位上，完成好疫情防控工作。

鼓武轩摄

打 赢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战“ 疫 ”观 察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是我
们观察国防动员成效的一面镜
子。疫情之下的一堂国防教育
课、一张精准用兵作战图、一支多
兵种联合保障分队……是这场战

“疫”中的经典战例，值得我们在
“显微镜”下细细观察。自今日
起，本报开设“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战‘疫’观察”专栏，选取战

“疫”的闪光片段，探索新形势下
开展国防动员工作的制胜之道。

开 栏 的 话开 栏 的 话

■谭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