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单列表、建立台账，是加强过程
管控、确保落实成效的一种工作方法，
为各级普遍使用。客观上说，这种通过
把整改的内容，制定成任务书、时间表，
建立近期、中期、远期整改台账的方法，
有利于推动单位建设发展。然而，凡事
皆有度，过犹不及。

一些基层单位反映，如今工作台账
五花八门、过多过滥的问题较为突出。
当然，这其中有不少台账是必要的，也
是科学合理的。比如退役军人服务机
构梳理出为退役军人服务的台账清单，
明确县、乡（镇）、村三级退役军人服务
机构的职责，就能够及时解决、满足退
役军人服务需求。但也有一些台账中
看不中用，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有的是
为了迎接上级的检查或考核而建立的；
有的不论问题大小、轻重缓急，就随意部
署基层建立工作台账，似乎不建台账，问
题就难以解决。还有的单位，问题开列
了不少，看起来一目了然、条目清晰，可
解决问题却没有了下文，挂账而不销账。

台账过多，问题出在基层，根子却
出在机关。有的机关部门一搞问题整
改，就让基层建立台账。更有甚者，下
基层检查，看笔记、看台账、看材料，似
乎成了“标配”。

台账年年做，年年一摞摞，过多的
台账到底有什么危害？机关部门过于
依靠台账，浪费了基层的财力、物力，耗
费了基层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也助长了
形式主义歪风。

脱离实际的台账，说到底，其本质
就是形式主义的变种。马克思说过：

“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形式，那么它就
没有任何价值了。”

华而不实的台账要少些再少些。

首先要强化重点台账，简化一般台账，
对不合理、不科学的台账要下决心精
减。机关要摒弃单纯把台账作为检查
基层重要内容的做法，深入基层察实
情、解烦忧。切实做好督导和“回头
看”，确保把问题解决好、不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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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做了近视手术，现在可以报
名参军吗？”“退伍再就业，可以享受到哪
些优待……”3月29日10时，吉林省吉林
市征兵办公室，一场以“热血铸军魂 直
播助从戎”为主题的直播刚刚开始，弹幕
区就涌现大量评论和提问。

“疫情防控工作不能松懈，征兵宣传
工作也不能断线。”3月上旬，吉林市征兵
办决定依托直播平台，进行一次征兵政
策“云”宣讲。

为扩大此次征兵政策宣讲的影响
力，市征兵办首先发动市各高校负责征
兵工作的人员，让他们通过微信群告知
大学生直播信息。与此同时，征兵办还
在该市较有影响力的公众号发布通知，
吸引社会适龄青年及时观看。

吉林军分区动员处处长王成昆向记
者介绍，此次直播主要围绕征集条件、体
检要求、政治待遇、经济待遇、就业创业

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为大家讲解。直播开
始不到 10分钟，观看网友人数就飙升到
4000余人。在评论区，有的网友结合自
己的疑惑提出问题，有的表达了参军报
名的意愿，反响十分热烈。

为活跃气氛，调动大家参与热情，直
播现场还安排了抽奖环节，奖品为 30个
军营体验日活动名额、30张吉林市马拉
松参赛名额以及 20件军旅主题 T恤衫。

“真是太幸运了，来听政策讲解，还抽到
了军营体验日活动名额，现在我都迫不
及待想要提前感受下军营生活了。”一位
获奖大学生在直播间激动地和大家分享
喜悦的心情。

直播结束后，网友纷纷表示，这种宣
传形式吸引力强、受众欢迎度高，参与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大家
关注的问题能够及时得到直接、贴切的
解答，下次还想参加。

直播结束后，市征兵办工作人员通
过对 12568条评论分析后，筛选出 2254
条具有代表性的留言，最终汇总梳理为
大学毕业生优待政策、军旅发展选择、退
伍再就业等 5类大家最关心的政策解读
重点。

据悉，吉林市征兵办下一步将对汇
总出的 5类内容进行深度解析，并发布
在相关征兵公众号与相应微信交流群供
大家学习参考。此外，他们还将与市教
育、卫生等有关部门加强合作，倡导适龄
青年养成健康的生活作息习惯，开展更
多的军营开放活动，激发广大适龄青年
的参军热情。

图为吉林省吉林市征兵办通过直
播进行征兵政策宣讲并与网友互动的
页面截图。

屈雷宇提供

吉林省吉林市征兵办依托网络直播平台讲解征兵政策，在线解疑答惑

征兵政策“云”解读圈粉适龄青年
4000余人在线参与，12000余条评论刷爆弹幕区

■王小雷 本报记者 屈雷宇

3月下旬，新疆军区某边防团
依据军事训练与考核大纲从严从
难展开训练。 程明阳摄

山东省菏泽军分区

多措并举推动大学生征兵宣传
本报讯 汤庆生、李昌勋报道：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山东省菏泽军分区一
手抓防疫，一手抓征兵宣传。他们首先通
过电话联系，精准掌握适龄大学生参军意
愿后，利用党政机关交流群、高校公众号
等新媒体转发自制的大学生征兵宣传
片。同时，该军分区还充分发挥村居干部
辖区熟悉的优势，利用统计返乡人口时
机，加印分发征兵宣传册，激发适龄青年
参军热情。

河北省霸州市人武部

民兵“小红帽”奋战防疫一线
本报讯 张炳山、曹振胜报道：为

方便防疫期间群众生活，河北省霸州市
人武部指导各乡、镇、街办精心挑选政
治素质强、思想觉悟高的民兵组建“小
红帽生活服务队”，帮助群众无偿代购
米面油、蔬菜、瓜果、水电气等生活必需
品。截至目前，已累计帮助群众采购各
类生活物资 1500余份，配送各类药品
1200余份，收发快递 600余次，受到群
众好评。

本报讯 代英、记者马飞报道：“民
兵真是太给力了。”3月25日，云南省曲
靖市沾益区邮政公司因疫情影响堆积
的 2000余件邮件，在区人武部的帮助
下，不到一天时间就被全部送到客户手
中。这是区人武部推行“互联网+解
难”模式，精准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的一
个缩影。

疫情发生后，沾益区建立军地联合
指挥机构，抽调 300名民兵组建包含运
输物流、养殖种植、防化消杀等 5支专
业分队，按照“对口用兵”“就近用兵”原
则，帮助企业快速恢复生产。为精准掌

握信息、精确对接需求、精细组织实施，
他们在“沾益掌上生活”“沾益微资讯”
等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复工复产防控知
识以及民兵专业分队技术特长和装备
等信息，鼓励企业在公众号上在线提解
难需求。同时，人武部组织民兵信息分
队携带配发装备深入企业走访，通过
图、文、视频等形式，在线反馈企业现实
困难，以便联合指挥部有针对性地制订
帮扶计划。

线上如实提需求，线下精准帮解
难。沾益区某化工集团准备复工，但缺
少场所消毒人力和装备，在线提出需求

不到 4个小时，人武部便安排民兵防化
消杀分队，携带新购置的手持喷雾机和
车载雾炮机进场，对车间、仓库等场所
进行洗消；某农业基地积压大量农产品
订单亟待处理，应急民兵突击队在技术
骨干的带领下，采取流水线作业模式，
将马铃薯、雪莲果、辣椒等农产品分类
打包装箱，随后由民兵运输分队昼夜兼
程运往外地。

据悉，截至目前，沾益区已出动民
兵2000多人次、各型车辆30余台，运输
农产品及物资 400余吨，帮助 6家企业
复工复产。

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人武部打造“互联网+解难”助力复工复产

5支民兵专业分队精准帮扶

本报讯 杨涛、李承报道：3月 25
日，在甘肃省白银军分区训练场,官兵个
个生龙活虎，各专业训练有序展开。

为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战斗力
建设的影响，该军分区以疫情防控为
背景，对战备方案和训练计划进行了
修订完善，充分利用室内学习室、体
育活动室、营区训练场等现有场地组
织训练。他们将人员分为现役干部、

文职人员、战士、职工、民兵骨干等 5
类 ，然 后 根 据 人 员 类 别 编 6人 为 一
组，分批次开展轻装五公里、单双杠、
俯卧撑等基础体能训练和轻武器射
击等军事技能训练，有效避免了人员
聚集。

与此同时，他们创新“2+2+3”训练
模式，即按照每天2小时军分区政工网
集中授课辅导、2小时实操训练、3小时

个人办公室自学自训方法保证训练质
效。期间，军分区领导带头作表率，与
战士、文职人员、职工一起训练。笔者
在机关楼前的公示栏上看到，不论领导
干部，还是普通战士，军事训练考核成
绩都如实公开。

在此基础上，他们严格落实训练期
间点名、请假登记等制度，凡不能参加
的，指定专人负责补训。

甘肃省白银军分区创新“2+2+3”训练模式

线上自学自练 线下分组考核

3月下旬，安徽省池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局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志
愿者到池州烈士陵园，开展“弘扬烈士精神 擦拭烈士墓碑”活动。

朱俊杰摄

本报讯 刘擎、张宝江报道：清明
节前夕，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组织该
区中小学生登录中华英烈网，在“云端”
开展“清明网上祭英烈”主题活动。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中小
学延迟开学。对此，秦皇岛市抚宁区
国防教育办公室联合网信等部门，通
过电视、广播、报纸、手机短信、微信
公众号等多种方式，向全区中小学教
职员工及学生家长发出关于清明节

通过网络开展祭奠活动的倡议书。
活动当天，7500名中小学生在“云端”
参观英烈纪念馆、为烈士扫墓、为英
雄献花。

近年来，抚宁区始终把学校作为国
防教育主阵地，坚持从娃娃抓起，先后
在 4所中小学建设少年军校。抚宁区
人武部政委王新介绍，下一步，他们将
借鉴此次活动有关做法，积极探索走开

“云端”国防教育的方法路子。

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

开展“云端”祭奠英烈活动

本报讯 王登超、余豪杰报道：“在
疫情防控阻击战中，逆行的迷彩英雄用
行动诠释了中国力量。长大后，我也要
成为一名军人，保家卫国。”3月底，湖
南省慈利县第三中学杜鹏学习完国防
教育网课后，在笔记本上一笔一画认真
写下感悟。

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中小学推迟开
学，很多学校采取网上授课的方式开展
教学。为按计划开展校园国防教育，慈
利县人武部联合县教育局，决定搭上网
络快车开展国防教育。

国防教育既要把道理讲好，还要注
重鲜活度和时效性，才能够吸引人、打动
人、改造人。按照这样的思路，该县人武
部与县教育局以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
疫情为大背景，制作了一节30分钟时长
的“战疫英雄——最美逆行者”的网课。

没想到，该课一经播出便引发热
议。师生家长点赞留言达 2000余条，
不少中小学生被战“疫”英雄圈粉，纷纷

在评论区留言：“他们是时代的英雄”
“高考我想报军校，当一名军医”“解放
军是最可爱的人……”教师黎晓军对笔
者说：“这次的国防教育课很有成效，用
桩桩实例讲述了什么是英雄、时代需要
什么样的英雄，有助于中小学生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随后，一堂讲述人民军队“峥嵘历
史 浴血荣光”的网课上线。没有填鸭
式说教，只有一串串电影镜头配以旁白
依次展开，深深打动了受众的心。家长
唐军吾在课后留言：“这几次的国防教
育课生动有趣，我家孩子天天嚷着要看
下一集。”

据悉，着眼疫情形势积极向好的实
际，该县人武部通过开办“红色澧水”微
信公众号、注册“抖音”账号等方式，持
续在线上开展国防教育，并拟在下半年
组织进行“少先队员重走红军路”“中小
学生迎老兵”等活动，把国防教育进一
步走深走实。

湖南省慈利县

搭网络快车增国防教育质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