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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强军同行与强军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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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夜，浙江省海宁市新庄社区
的广场小夜市一如往常摩肩接踵，人
声鼎沸。

民兵连长黄海在市场上买了几斤
鲜肉粽，正往回家走，瞥见路旁有几个
熟悉的身影。

睁大眼睛一看，中间那位拿着喇
叭大声吆喝的人，不正是海宁市人武
部部长左贵东！

黄海心中生出疑惑，左部长也来
摆夜摊赚外快？是不是看错了。

再仔细一瞧，摊位上没有猪肉生
鲜，也没有瓜果蔬菜，有的是一摞摞高
高低低码起的册子和单页。再一看身
后挂着的横幅：好男儿，来当兵！这才
恍然大悟，原来是海宁市人武部正在
开展征兵宣传。

左部长为啥要在夜市摆摊做征兵
宣传？故事还得从6月19日说起。那
天，海宁市人武部召开征兵形势分析
会。“受疫情影响，一二季度征兵宣传
效果不理想。如今天气炎热，群众足
不出户，宣传工作难上加难。”“暑假快
到了，得抓紧时间谋划，征集更多大学
生应征报名”……

“听完各街镇专武干部的意见后，

就萌生了到夜市摆摊开展征兵宣传的
想法。夜市凉快，人多热闹，还能让青
年近距离接触军人群体，”对此，左贵
东很有信心，“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
征兵宣传，效果应该不会太差。”

“去夜市摆地摊？！”一听到这个消
息，大家都觉得是在开玩笑。“抓紧时
间准备起来，条幅、桌椅、宣传单、登记
表、大喇叭，一个都不能少。端午节
前，咱就把摊子支起来。”一见来真的，
有人小声嘀咕：“一大把年纪，哪里拉
得下脸、抹得开面。”见状，左贵东大手
一挥：“我带头，一起上。”

6月 24日傍晚，趁着端午民俗文
化节的热闹劲，左贵东一行4人来到市
民广场步行街，在一处热闹角落支起
了摊位，开始了“招兵买马”的“生意”。

“好男儿，当兵去”“参军有出路，
归来有奔头”，两张巨型海报分立摊位
两侧，桌上是一摞摞征兵宣传单和应
征青年报名登记表。夜市中，这抹“迷
彩绿”尤为显眼。

说易行难，这话真不假。面对熙
熙攘攘的人群，几个大老爷们怎么都
开不了口。半个小时过去，宣传单愣
是没散出去几份。“畏手畏脚不是军人

的作风，必须主动出击。”左贵东站起
身，深吸一口气，举起大喇叭，大声吆
喝起来：“当兵好、当兵妙，优惠政策
呱呱叫。”

一嗓子喊下来效果不错，吸引了
不少目光。隔壁摊位的大姐放下手头
的生意，探身问：“我家娃过几天高考，
高考结束后能去当兵不？”出门纳凉的
小伙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走近
问：“得了近视还能参军吗？”……不一
会，4人都忙了开来。有人负责吆喝，
有人分发传单，有人宣传政策，有人帮
忙指导填写登记表。

一时间，咨询、登记的青年和家长
越来越多。

夜越来越深，闷热的天气和恼人
的蚊蝇让周边的摊主忍不住跺脚，纷
纷想“打道回府”。再扭头一看，左部
长的征兵宣传摊，摆摊人个个精神饱
满，“生意”好到不行。

一连摆了 6天摊，每天 5小时，辗
转于 4处人流聚集地。“咱们今天‘盘
个账’，看看效益如何。”6月 30日清
晨，4人早早来到办公室，拿过那一叠
厚厚的夜市征兵宣传登记册，认真数
了起来。

好家伙，6天发放宣传单 6500余
份，接受现场咨询 876人次，共有 385
名适龄青年现场应征报名。“生意还不
错！”细细数完，左贵东点了点头，脸上
露出满意的笑容。

左部长摆摊“招兵”记
■沈民敏 时 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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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国强报道：6月 17日，
坐落于黑龙江省密山市航空公园内的
国防教育园正式面向市民免费开放。
国防要素丰富的园中园，成为市民饭后
休闲的又一好去处。

密山市是东北抗联第四军活动地、
人民空军的发源地、北大荒精神发祥
地。“虽说红色资源丰富，但资源分布相
对分散，一直以来没有一个成规模的国
防教育主题场所。”密山市人武部部长
陶晓林介绍。

2019年秋季，密山市军地决定在
市区的航空公园内部建设一座以国防
教育为主题的园中园，将教育融入城市
公共文化建设当中。

2019年末，国防教育园正式破土
动工。据密山市国教办负责人程卫东
介绍，国防教育园在筹备和建设过程中

得到军地多部门的大力支持：市委、市
政府和人武部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申
请退役武器装备入驻园区，住建部门负
责园区规划设计，宣传文化部门负责红
色文化资料收集整理，退役军人事务局
负责英烈墙、功勋墙等基础设施的建造
工作……

笔者漫步园中，浓厚的国防教育氛
围扑面而来，主题石刻、功勋石碑、红色
雕塑、武器装备等 10个专题区域内容
多样，引人入胜。同时，他们还在公园
广场中心位置设立了一块巨大的电子
显示屏，分时段播放主题短片和红色电
影；在草坪上安装了音乐灯箱，定时播
放红色歌曲和北大荒小故事等，丰富市
民游园体验。

据园区工作人员介绍，位于国防教
育园西侧的博物馆项目正在紧锣密鼓
地建设当中。馆内开辟了抗联文物展
厅、军工装备展厅和老航校纪念展厅等
多个区域。博物馆建成后，将有更多退
役武器装备入驻，供市民参观游览。

黑龙江省密山市国防教育融入城市公共文化建设

城市公园变身教育阵地

本报讯 杜勇清、张传杰报道：6月
23日，江苏省淮安市农村基层党组织后
备书记培训班正式结业，50名身着迷彩
服的优秀退役士兵取得结业证书。其
中，品学兼优的 35名学员将担任村党
组织书记、副书记等职务。

年初，淮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调研
发现，现有村一级党组织负责人中，退
役士兵占比较低，发挥作用有限。以淮
阴区为例，由退役士兵担任村党组织书
记的仅有 16.6%。另一方面，随着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不断深入推进，村
级党组织面临人员年龄老化、创新动力
不足等问题。

淮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陈继
业向当地组织部门建议，选拔一批党

性观念强、致富能力强、熟悉农村工
作的优秀退役士兵充实到村一级党组
织中。

5月中旬，淮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与淮阴区组织部决定，在淮阴区率先开
展农村基层党组织后备书记培训试点，
推荐获得基层村干部任职资格的优秀
退役士兵参加培训。6月 2日，50名退
役士兵走进淮阴师范学院进行为期 20
天的集中培训。

培训围绕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和基
层党组织建设，设置了涉农政策解读、
党组织作用发挥、特色产业培育、农村
电商发展、基层社会治理等课程。针对
退役士兵基层工作经验不足的实际，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邀请 9个市直部门的

主要负责同志、优秀基层党支部书记为
学员授课。

为把退役士兵培养好、使用好，开
班第一天，淮阴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淮
阴区委组织部、淮阴师范学院三方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书》，明确对参训学员实
施一人一策跟踪培养计划；培训结束
后，优秀退役士兵将分批次赴任村党组
织书记、副书记岗位履新。

“选用‘兵书记’担任乡村带头人，
不仅让班子结构年轻化，村党组织更有
活力，还能让退役士兵在投身乡村振
兴、推动家乡发展的新征程上有为有
位。”据陈继业介绍，首期培训班工作经
验将在淮安市各区县逐步推广，第二期
培训班将在7月中旬开班。

江苏省淮安市举办农村基层党组织后备书记培训班

让优秀退役士兵有为有位

本报讯 王璐、记者郭冬明报道：6
月 30日，江西省婺源县人武部以“牢记
初心使命、当好红军传人”为主题，利用
地方政府官方抖音平台，组织人武部党
委机关和全县专武干部到太白镇曹门
村开展“线上过生日、抖音颂党恩”活动。

6月30日一大早，60余名专武干部

全副武装，以战斗体能拉练的形式前往
曹门村开展党日活动。活动中，他们组
织战斗体能拉练、参观革命历史陈列
馆、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并在条幅
上郑重签名立志。

此次党日活动全程录像，活动结
束后，工作人员立即编辑视频素材，通

过地方政府官方抖音平台、官方微信
公众号进行推送。镜头里，专武干部
精神抖擞，士气昂扬。“这是我第一次
上镜拍抖音，感觉很新鲜。通过抖音
传递对党的祝福，不仅有趣，更有意
义。”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武装部副部
长滕华说。

据人武部政委周洪禄介绍，此次活
动是人武部创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推
动党建工作创新发展的一个缩影。近
两年，婺源县人武部积极适应时代发
展，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中，坚持一年
一个主题、一年一个创新，确保组织生
活大熔炉温高火旺，持续激发全县专武
干部岗位建功热情。

江西省婺源县人武部

借力“互联网+”创新党建工作

西安市新城区人武部

发挥退役军人带头作用
本报讯 马连友、张毅力报道：6月

中旬，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武部组织
基干民兵集训。在今年的整组工作中，
他们依托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信息管理系
统，摸清辖区退役军人底数，从中选拔编
建对象，各基层武装部对照名单逐一动
员。编建过程中，他们坚持优先将退役
军人任命为民兵干部、优先将退役军人
送学轮训，发挥退役军人模范带头作用。

内蒙古阿右旗人武部

开展民兵整组“回头看”
本报讯 李玉松、徐博荣报道：6月

下旬，内蒙古阿右旗人武部深入7个苏木
镇、32个嘎查、40余家企业走访调研民兵
整组和训练情况，并结合军地双方意见，
将全国劳动模范李菊兰、全区创业标兵
李维国、援鄂医疗队队员王娜仁等优秀
基干民兵调整到各企业民兵号岗位上，
激发民兵参训参建热情。

湖南省洪江市人武部

组织民兵参与抗洪抢险
本报讯 徐小平、易传涛报道：6月

22日以来，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湖南省
洪江市多地遭受洪涝灾害。洪江市人武
部第一时间组织民兵应急分队投入到抢
险行动中，营救并转移群众、清理道路路
障，受群众好评。

人物简介：哈斯巴嘎那，退伍军人，
现为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人
武部职工，2016年开始担任昂素镇巴彦
乌素嘎查扶贫第一书记。

背景链接：巴彦乌素嘎查，常住人
口 220户 920人，建档立卡贫困户 11户
33人，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人口主体的少
数民族贫困村。2015年以来，鄂尔多斯
军分区和鄂托克前旗人武部接力对口
帮扶该村。2017年8月，11户贫困群众
全部脱贫。2019年被评为全国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

2016年 4月 12日，我被派往巴彦
乌素嘎查担任扶贫第一书记。在村子
里度过的第一个夜晚，记忆尤为深刻。

当时，巴彦乌素嘎查的基础设施
还很落后，破旧的村委会办公室，窗户
还漏着风，几张用木棍支起的跛腿桌
椅是村委会的全部家当。当晚，在村
委会办公室挨过生冷的前半夜后，最
终还是顶不住寒冷“逃”回到面包车
上。那天我下决心，要让嘎查的蒙古
包不再挨冻。

上任初期，嘎查按照“党建工作引
领、基础建设先行、产业发展带动”三步
走脱贫计划渐进发展。1年半时间，嘎
查组织活动阵地、卫生室、文化室进行
了修缮，完成16户贫困牧民危房改造，
打了16眼机井，新建棚圈20余个，改良
草牧场560余亩。

2017年 8月 15日，11户贫困群众
全部脱贫。摘帽那天，嘎查党支部书记
哈斯其劳握着我的手说：“老伙计，脱贫

任务完成了，你可以回单位了。这两年
对家人亏欠不少，快回家吧。”

说实话，撂挑子的想法不是没有
过。这里太苦，谁不想找个舒服点的地
方。可也是在这里，我找到了被需要的
感觉，它像绳子一样拉着我，让我舍不
得走。

摘帽不是终点，是新生活的起点。
“探索符合牧区实际的发展路径，培育
特色产业，才能让嘎查成为‘希望的田
野’。”军地现地调研时，老领导的一句
话让我想了很多。

多次入户调研后，我有了一个大胆
想法——带领牧民发展民族特色文化
产业，民族文化搭台，唱绿色经济大戏。

巴彦乌素嘎查是蒙古族传统文化
的聚集地，原生态民族歌舞是典型代表
之一。听牧民说，脑明达利老人一家是
原生态民族歌舞的技艺传承者，我打算
登门拜访。

“我们都要放羊，没有时间搞这
个。”第一次上门就碰了个钉子。长期
身处草原深处，封闭的环境导致一些牧
民对于看不见摸不着的新鲜事物，不愿
信，更不敢放手一搏。

一次行不通，那就“三顾茅庐”。经
过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脑明达利老人
终于答应“出山”，并把家人和一批爱好
歌舞的牧民动员起来，自发成立了欢乐

牧人原生态艺术协会。农闲时，大家聚
在一起创作文艺节目在草原上巡演。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8年，欢乐牧人
受邀参加北京国际民族文化艺术“一带
一路”展演，并获得铜牌。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些牧民主动
找上门来自我推荐，有精通马具制作的
老手艺人查汉东、有擅长手工刺绣的老
阿姨阿拉腾苏布德……他们的到来让
我很兴奋。

在同鄂托克前旗宣传部、文化局对
接，征得专家建议后，我和嘎查“两委”
班子成员决定在村里建设一处集民族
食品加工、民族工艺品制作、非物质文
化遗产交流体验、餐饮住宿为一体的文
化驿站。

经过10个月的筹备，2019年3月，
文化驿站正式营业。驿站内设置了草
原食品加工室、马具制作室、书法绘画
室等区域，每个区域都有一位手工艺人
在一旁介绍、指导，游客可以现场体验
奶制品、皮具的加工制作过程。

“这两年，不少游客从外地慕名赶
来，体验草原生活、感受草原文化，牧民
收益日渐可观，”嘎查党支部书记哈斯
其劳说，“发展草原文化产业的这条路
子，我们走对了。如今，这片绿色草原
真真成了一片希望的沃野。”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杨建荣整理）

在这里，我找到被需要的感觉
■哈斯巴嘎那

6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2020年度第二季度海空联合
巡逻，陆海空三军部队依托巡逻任务展开联合搜救、临检拿捕、互为对抗等多
项实战化课目演练，提升驻香港部队履行防务能力。

易 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