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合2 责任编辑 /汪 娜2020年3月16日 星期一 Tel：010-66720982E-mail：zggfb1b2b@sina.com

“贵部士官陈胜妻子已协调住进黄
陂区妇幼保健院待产。”

“贵部来函请求协调军官刘家奇确
诊家属入院治疗一事，已办妥。”

“已安排人员为贵部军官陈飞的
父亲送去应急药品，并安排专人持续
关注。”

这是近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
武部发出的3封函件。截至发稿时，这
样的复函该部已经发出13封。

1月24日，武汉市启动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黄陂区为武汉
市最大的远城区，疫情防控期间，不少
军人家庭面临就医难、买药难以及生活
物资采购难等情况。1月下旬以来，黄
陂区人武部已陆续收到多封现役部队
发来的求助函。

“空军某部飞行员刘家奇的父亲确
诊感染新冠病毒，病情加重，亟须转院”

“空军航空兵某部军官陈飞父亲亟须购
买心血管药品???，请贵部协调解
决”……

“既要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
做好军属保障工作。解决在外服役官
兵的家庭困难，我们义不容辞。”黄陂区
人武部部长李伟说。

2月9日，在海军某部服役的四级军
士长陈胜的妻子怀孕已足月，即将生
产。疫情防控期间，离陈胜家较近的黄
陂区人民医院已被作为定点医院救治
新冠肺炎患者，区里的妇幼保健院不仅
距离远，床位更是紧张。情急之下，陈胜
通过单位向黄陂区人武部发去求助函。

人武部接到来函后，第一时间与陈
胜取得联系，详细了解情况后立即多方
协调住院事宜。2月10日下午，陈胜的
妻子顺利入住区妇幼保健院。

刚落实陈胜家属入院待产事宜没

多久，人武部又收到空军某部发来的求
助函。飞行员刘家奇的父亲感染新冠
肺炎后病情加重，亟须转院治疗。了解
情况后，人武部立即向黄陂区疫情防控
指挥部报告并说明情况，并积极协调区
卫健局等单位帮助解决转院事宜。

“军人军属，特事特办。”2月 11日
上午，人武部拿到区防疫指挥部的批复
后，立即将刘家奇的父亲协调转运到火
神山医院进行治疗。

“感谢贵部为家乡子弟兵解决后顾
之忧，向您们致敬！”2月 17日，一封来
自航空兵某部的感谢信寄到了人武部。

1月底，人武部收到该部发来的求
助函，了解到该部军官陈飞的父亲行动
不便、买药困难的情况后，多次安排专
人驱车百余里送药上门，并送去口罩、
消毒液等防护用品。

“协调军地、服务三军。”连日来，
黄陂区人武部副部长谢正新对这句话
深有体会。疫情发生以来，协调解决
黄陂籍现役军人家庭实际困难一直是
他们最操心的事。在解决困难的过程
中，人武部坚持自己能办的自己办，办
不了的立即汇报上级部门，多方联系
军地单位协调办，倾全力解决军人军
属实际困难。

“生了，我老婆生了！”3月 4日，谢
正新接到陈胜打来的报喜电话，这是陈
胜拨出去的第一个报喜电话。

“父亲近日病情已经从危重逐渐好
转，正在恢复中，感谢你们的及时帮
助。”3月 9日，刘家奇给人武部打来电
话……

振奋人心的好消息陆续传来，大家
疲惫的脸上露出喜悦笑容。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武部倾力做好军属保障工作

13封复函诠释守望相助
■郭遵毅 本报特约通讯员 洪培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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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念叨：此心安处是吾乡。而若家
乡的亲人正经历着焦灼与慌乱，我们的
心能否安定？

急！急！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
人们的生活节奏。当生活进入“非常
态”，求医问药——这类往日里再正常
不过的需求，此时此地，往往只能束手
无策，特别是对于身处“风暴眼”的人们
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令人欣慰的是，作为军地的桥梁纽
带，各地人武部在积极协助地方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坚持以军人军属
“娘家人”的身份在大后方持续做好各
项服务保障工作。

上文中，武汉市黄陂区人武部面对
13封部队急函，坚持“急事急办”“特事
特办”，协调军地千方百计为军人军属
解燃眉急、送雪中炭。当好消息传来，
身在军营的男儿便能将心妥妥地放下，
集中精力抓练兵备战，护祖国安宁。

如此，便是守望相助最生动美好的
诠释。

家乡安 军心安

本报讯 王宪、时庆报道：“姓名、
身份证号、护照、手机号、境外居住国等
信息都要核对登记……”3月 5日 18
时，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浙江省青田县
油竹街道武装部部长夏正远作为华侨
服务组成员，正在接听一位侨眷打来的
咨询电话。3月初，青田县人武部加入
地方华侨服务组，全力做好境外抵（返）
青人员服务保障工作。

青田县是著名侨乡，目前在外华侨
有 33万人。疫情暴发后，青田籍华侨
积极出资出力驰援家乡，有效改善家乡
人民医疗防疫物资短缺状况。

近段时间，陆续有海外华侨归国。
如何严防海外疫情输入？3月 2日，青
田县人武部配合当地边检、公安、通信、
机场、港口、车站等部门，派出专武干

部、基干民兵加入华侨服务组，在上海
浦东国际机场、温州龙湾国际机场、杭
州萧山国际机场设立服务站，共同承担
为入境人员登记信息、对接接机、车辆
调度、发放防护告知书和防护物资，以
及开展宣传解释等服务工作。同时他
们还派出民兵，利用地熟、人熟、情况熟
的优势，走访家乡侨眷，完善拟回国侨
胞的信息数据，并为目前已落实居家隔
离和集中医学隔离的 140名华侨提供
生活物资派送。

笔者还获悉，3月 3日人武部组织
民兵医疗分队 5名医护人员加入了

“浙里办”APP客户端的“互联网医院”
专家咨询团，每日 18时至 24时为华侨
提供防护知识普及、在线心理援助等
服务。

浙江省青田县人武部

编入华侨服务组严防疫情输入

“电视新闻里说武汉有多家医院
血液告急，乡亲们，咱们出力的时候到
啦……”2月 24日一大早，一阵喇叭声
划破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万金镇新庄
赵村的宁静，村子里霎时沸腾起来。

“顺子他妈，你麻利点，咱一块过
去 。”“ 大 婶 子 ，碗 先 放 下 ，咱 先 瞧
瞧去”……一时间，招呼声、脚步声、犬
吠声一同向村文化广场聚拢过去。

新庄赵村曾是河南省重点贫困
村。村里有个小伙名叫赵贺明，曾在空
降兵驻武汉某部服役，在单位是一位优
秀的饲养员。退伍后，赵贺明凭着在部
队学到的技术回村搞起了家禽养殖。
村党支部书记赵爱亲说，多亏了赵贺明
和他的战友，要不是他们，乡亲们的腰包
还是瘪瘪的，指望着几亩薄地讨生活。

赵爱亲继续介绍说，2016年，该村
家禽养殖多为家庭散养模式，规模不
大、收益不高。那年春天，在湖北周黑
鸭集团任职的战友来新庄赵村看望赵
贺明。在村里逛了一圈，了解当地水土
情况后，当即向赵贺明提议采用“企
业＋农户”模式发展养殖业，由“周黑
鸭”提供技术和销路，农户提供人力、场
地，并负责饲养。

说干就干。当年5月，村里建成了
120余亩的生态养殖基地，负责定点帮
扶的人武部协调数万元，为基地购置了
紫外灭蚊灯和自动投食器等设备。

“村民自发成立养殖合作社，为‘周
黑鸭’供应健康生态鸭子，养殖户年均
增收5万多元，带动全村80余户村民脱
贫致富，全村提前1年完成脱贫任务。”
区人武部部长李济春介绍说。

于是，献血号召一出，乡亲们都来
了。健康征询、信息登记、体格检查、初

筛化验、组织采血……采血车一到，70
多位村民有序排起了“长龙”。

摘帽贫困户赵振朋一家 3口第一
批登上了血液采集车。“我们和武汉有
缘分。多亏了武汉的战友，我们走上了
脱贫致富路。吃饭不忘种谷人。现如
今武汉有难，我们必须出一把力。”赵振
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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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靖江市

军地联合提拔优秀民兵
本报讯 展炼报道：3月上旬，江苏

省靖江市人武部协调市委组织部门和多
家编兵单位组成联合考察组，对连日来
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表现突出的民
兵进行综合考察、火线提拔。目前，4名
优秀民兵被推荐提拔为村民兵干部。

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人武部

民兵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 朱树德、吕声报道：2月下

旬以来，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多家企业
面临用工难。该区人武部了解情况后，
迅速组织30名民兵，投入到企业复工复
产一线，帮助企业尽快恢复产能。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武部

筹措物资保障一线民兵
本报讯 唐科、黄文兵报道：疫情

发生后，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众多民兵
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在防护物资紧
缺的情况下，区人武部协调多方资源积
极筹措口罩、手套、防化服、消毒液等物
品，为在防疫一线执勤的民兵提供安全
保障。

本报讯 周晓伟、记者赵雷报道：
“没想到，这么快就批下来了！”海警某
部官兵惦记的营房建设用地问题有信
儿了——辽宁省盘锦市主要领导拍板：

“择日即可开工建设”。而这一幕，发生
在刚刚开过市委议军会不久。

记者了解到，此次议军会上驻军部
队结合自身实际提出了需求，但许多问
题解决起来并非易事。2019年半年工
作总结时，盘锦市主要领导看了相关部
门上报的文件后发现，有些难题在两年
前的议军会上早就报过，拖了很久才得
到解决。结果，新难题变成老难题，小
难题变成大难题。为快速推进棘手问
题清零见底，他们决定建立为驻军解难
的快速反应机制，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
劲、解决不彻底不放手。

部队营房建设用地问题，是海警
某部头疼的大问题。年前市领导到部
队调研时，该部领导提出：“希望市政
府能无偿划拨部队营区建设用地和工

作站营房建设用地”……在这次议军
会上，市领导现场办公，责成市自然资
源局抓紧跟进落实。经过现场勘察调
研，很快，一份满足部队发展需求、符
合政府建设的规划建设用地实施方案
顺利出炉。

“这下好了，夏天开展活动不用再
‘蒸桑拿’了。”采访中，某机动支队保卫
科长李营道出官兵心声。以往，官兵在
礼堂开会，夏天闷得像蒸笼，冬天冷得
像冰窖。这个问题也被摆上了桌面。
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现场拍板，为礼
堂安装12台空调。驻军某部地理位置
偏僻，官兵出行是个难题。议军会后，
相关部门专门在部队营区附近开设公
交站点，每天固定车次、周末增加车次，
方便官兵出行。

对照清单“挂图作战”。目前，议军
会上提出的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基础设
施建设及维护等 4个方面 12项棘手难
题正持续推进解决。

辽宁盘锦为驻军解难题对照清单“挂图作战”

问题解决不彻底不放手

2月下旬，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
3连官兵正式入驻由内蒙古达茂旗援建
的新式辅助执勤点。该执勤点集多种
功能于一体，各类设施一应俱全，戍边
官兵可随时“拎包驻防”。这是内蒙古

“三市两旗”推动拥军模式转变的一个
缩影。

内蒙古自治区边境管段地处中、
俄、蒙三国交界前沿地带，点多线长，边
防部队担负机动支援等任务重。以往，
地方拥军方式多为生活拥军，时间多集
中在春节、“八一”等节点，拥军形式通
常是给钱送物，对边防部队现实需求缺
乏了解。

在 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两会”
上，崔震代表提出《边防部队军民融合
建设规划》建议。随后，乌兰察布市四
子王旗率先推行“拥军系列”援建项目，

投入专项资金为某边防旅修建新式辅
助执勤点，为每个新建执勤哨点打通深
水井，接通长明电，加装外墙保温，配置
洗澡房、净化水设备等生活设施，解决
官兵吃水、用电、取暖等问题。

包头市达茂旗针对边防部队实际
需求，将边防执勤点军事设施建设项目
纳入年度国防工程建设总体规划，为边
防执勤点构筑防卫工事、建设基础训练
场，并开设战备出动应急通道。

随着边防部队转型重塑向纵深推
进，2019年，崔震代表提请审议的《党
政军警民融合推进边防工作制度建设》
的建议被内蒙古自治区人大采纳。当
年，乌兰察布市全面推行“书记实地回
访”制度，拓展健全常委议军会议制
度、党政军警民联席会议制度，促进边
防部队戍边备战需求与地方资源储备

精准对接。
二连浩特市按照“部队提出需求、

市委主导推进、行业归口落实”的方式，
将支援边防部队建设纳入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纳入军地各级部门职责体
系、纳入地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业绩
考核体系和政府保障体系，制定出台
《“3+2”边防帮建工程项目推进表》《优
抚对象医疗保障实施办法》等制度措
施，逐步完善随军家属优抚对象生活补
助增长机制。

今年的内蒙古自治区“两会”上，
崔震代表提出构建横向党政军警民

“五位一体”互联互通，纵向延伸到边
防一线连队和哨所的智慧边防建设需
求，推动实现民用技术军事化、军事成
果共享化，得到军地与会代表的认可
和响应。

内蒙古创新办法从生活拥军向执勤战备拥军转变

这里的拥军有力度有新意
■本报特约通讯员 樊 超

作为河南省重要的农用物资生产企业，心连心化工集团正紧锣密鼓地开展物资生产和运输工作。其中，新乡企业民
兵积极发挥先锋队和排头兵作用，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图为企业民兵紧张有序转运农用物资。 朱 坤摄

惊蛰已过，新疆阿尔泰山南麓依旧冰封雪裹。为保证边防一线安全稳
定，阿勒泰军分区扎玛纳什边防连官兵每天都要乘马前往边境线一带巡
逻勘察。 徐明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