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合2 责任编辑 /汪 娜2020年10月19日 星期一 Tel：010-66720982

国防先锋国防先锋

9月 25日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
葭中学大礼堂座无虚席。这天，由重
庆市军地联合举办的“寻找红岩发声
人——‘红岩故事厅’”活动第 7站如
期在该校举行。

来自重庆大学的朱雅兰是这场活
动的第一位讲述者。演讲台上，朱雅兰
讲述的革命烈士张露萍的故事收获了
学生们的热烈掌声。

“重庆是红岩精神的起源地，学习
红岩精神，最好的方式就是走近它。”重
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党委书
记朱军介绍，“寻找红岩发声人”旨在搭
建一个公众平台，通过公开招募红岩发
声人讲述红岩故事的方式，打造一支讲
述主体多元化的红岩精神宣讲队伍，建
设一个资源共享的红岩故事声音库，激

发国防教育工作活力。
为让更多社会群众参与到活动中，

早在今年 1月，重庆市军地就在网上发
布求贤令，从各行各业招募热爱红岩文
化的社会人士担任红岩发声人。

自 5月 27日第 1站活动举办以来，
该市每个月都有 5名红岩发声人来到
红岩村的“红岩故事厅”，向游客讲述红
岩故事。

82岁市民张文忠是一位“资深”
红 岩 发 声 人 ，讲 述 红 岩 故 事 已 有 40
多年。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老人精
神矍铄，声音洪亮，他讲述的红岩革
命志士《狱中迎春》的故事感人肺腑、
催人泪下。

重庆市树人小学四年级学生向怡
朵是年纪最小的红岩发声人。“临危慷

慨高歌日，争睹英雄万巷空”，站在讲台
上的向怡朵落落大方，她讲述的故事
《为了千万个母亲》，重现了革命英烈许
建业的战斗历程。

远在新疆的龙正洋也是一位红岩
发声人，受疫情影响，他无法及时赶
到活动现场。为此，活动主办方利用
互联网技术，帮助龙正洋在线“云发
声”。电话里，龙正洋告诉记者：“我
很小就看过《红岩》，直到今天红岩精
神依旧能带给我震撼和感动，时刻告
诉我要成为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
的人。”

“利用互联网技术，在‘云端’讲
述 红 岩 故 事 是 我 们 的 一 次 全 新 尝
试。”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扩大活动
影响力，吸引更多年轻受众，除了组

织线下活动外，他们还通过手机视频
直播、红岩网站转播等方式，在线讲
述红岩故事。

“怀念烈士，热泪奔涌”“哭了，心疼
红岩志士，他们是精神的灯塔”……直
播过程中，一条条弹幕在屏幕上滚动，
线上听众用发送弹幕的形式积极参与
互动，效果良好。

“截至目前，活动已成功招募 30
多名红岩发声人，通过线上线下同步
讲述的方式，共同讲好红岩故事、传播
红岩文化、传承红岩精神。”重庆市国
防教育办公室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
们将加强军地合作，深入挖掘形式多
样的红岩文化表现形式，将“红岩故事
厅”打造成为重庆市国防教育的一块
特色招牌。

重庆军地联合打造国防教育特色招牌

线上线下，我们一起为红岩发声
■赵晓菡 本报记者 左庆莹

一顶迷彩帽、一顶小红帽、一顶安
全帽、一顶草帽，这是安徽省金寨县白
塔畈镇武装部部长王继强挂在衣帽架
上的4顶帽子。

2016年从合肥工业大学硕士研
究生毕业后，王继强来到白塔畈镇贫
困村项冲村，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

4年前，当王继强第一次走进项
冲村时，村干部迎面递来一顶草帽。
接到草帽的王继强不禁莞尔一笑：“草
帽能遮阳挡雨，热了当扇子，还挺酷。”
草帽往头上一戴，王继强一脚迈进庄
稼地里。这番举动一下子拉近了和村
民们的距离，村民对他的称呼也从“王
助理”变成了“小王”。

第二天，王继强走进建档立卡贫

困户林正家了解情况，林正是村里
有名的懒汉。王继强作为林家的帮
扶人，前后跑了很多趟，可林家人对
脱贫致富还是没半点兴趣。

“不把这一家扶起来，我对不起头
上这顶草帽。”碰了一鼻子灰的王继强
决定改变策略。他不仅拉着林正去参
加劳动技能培训，为他争取公益岗位担
任村庄道路专管员，又推荐林正的儿
子到器械厂上班，同时找到当地养鸡
大户提供鸡苗让林嫂养殖。功夫不
负有心人，林正一家终于在2018年顺
利脱贫。

如今，项冲村已经顺利脱贫摘帽，
而王继强继续戴着这顶草帽来到白塔
畈镇政府任职。

2019年 5月，金寨县开展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王继强牵头组建了白
塔畈镇志愿者服务队，戴上了小红
帽。在他的带动下，退役军人、民兵
陆续加入到队伍中来。志愿者走进
田间地头宣传新政策，走进敬老院、
五保老人家打扫卫生，为贫困学子捐
资助学。

2020年春节前夕，外地务工人员
陆续返乡，串门走亲戚的人络绎不绝，
而此时正值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王继
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除夕夜，王继强跑回办公室利用
村村通广播、微信等平台召集人员组
建抗疫志愿者小分队。信息发布不到
半个小时，小分队就成立了。

队员们把私家车改造为流动宣传
车，用小喇叭、铜锣进行宣传，呼吁群众
不外出、不聚会、做好自我防护，并在多
个村道协助开展值班工作。

如今，白塔畈镇志愿者团队已经
组建了扶贫济困、科学普及、法律援助
等6支专业服务分队，吸纳志愿者1500
余人。

2019年12月，王继强走马上任白
塔畈镇武装部部长，兼管工程项目建
设，衣帽架上多了一顶安全帽。

一次走访郭店村，与村民易大训
闲聊中得知，战争年月有14名无名烈
士安葬在村子里。随后，王继强立即
向县党史研究专家请教，查找历史资
料，最终确认 14名烈士来自红 25军
74师。

没多久，王继强开始着手为烈
士重修墓地，准备项目建议书、制定
墓地规划设计方案、向上级争取资
金……期间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他
没有放弃，他说：“战争年代有许多
烈士为民族解放流血牺牲，没有姓
名，找不到家人，我们就是他们的家
人，他们的身后事我们要办好，他们
的精神我们要传承好。”

在军地共同努力下，郭店村红
军烈士墓即将竣工，王继强打算在
红军墓周边修建红军广场，把红军
墓扩建成烈士纪念园，把红色基因
传承下去。

走在田间地头，王继强总爱穿一
身迷彩服，头戴迷彩帽。王继强心有
迷彩梦，可惜没能参军。上任后，也有
老同志质疑：“高学历能代表高能力
吗？”他也这样问自己。

今年，王继强首次独立负责该镇
征兵工作，便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征
集 15名大学生，6人为大学应届毕业
生。“打了一场漂亮仗！”王继强告诉
笔者。

9月新兵入伍时，王继强发了一
条朋友圈：“入一回效命疆场，出一
世难忘故乡。可变青葱面庞，不变
无悔戎装。吾辈作风优良，吾辈无
上荣光。筑篱园，扶危墙，谋社稷，
展特长。他日号令一响，保我山河
无恙。”

4顶帽子哪一顶分量最重？王继
强回答：“最看重迷彩帽。”迷彩帽被王
继强挂在了衣帽架的最上方，他说，那
是他的梦想，也是激励他踏实干好工
作最坚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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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上旬，辽宁省朝阳县人武部组织民兵来到结对帮扶的西五家子乡新
地村，帮助村民收割庄稼。该人武部于2018年开始帮扶新地村，目前村里贫困
户已全部脱贫。

王德玉摄

10月10日，湖北省荆州军分区在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举办国防教育进校园暨学生军训观摩会，1800余名学生通过队列行进、匕首操、军体拳、捕俘拳等课目
展示军训成果，开启新学期“国防教育第一课”。 袁华裔摄

本报讯 王锁、记者王均波报道：
“贵部??医院的基本账户有一笔大额
资金转出，敬请留意。”收到驻地某商业
银行发来的“资金流动异常”的预警信
息后，郑州联勤保障中心财务处助理员
李浩立即安排专人对这家医院的基本
账户往来资金情况进行核查。

“医院本月有一项近 400万元金额
的合同到期，需支付费用，另补发了部
分人员的取暖费……”该医院财务科工
作人员向中心财务处汇报。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担负着辖区部
队的日常经费保障任务，每年都有大量
资金往来。“必须抓源固本，建立起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封闭运行的财务管理
制度机制，给财权运行加把锁，给花钱
办事拴根绳，使每一笔经费、每一项开
支始终置于制度制约之下。”该中心领
导说。

为科学规范使用，形成依法管财、
科学理财、节约用财的良好氛围，他们
制订出台《加强党委管财实施办法》，与

中心的开户银行共同研究推出定向支
付、支票手签、代发工资户“零余额”和

“限额支付”、银行员工发现可疑业务直
接向中心财务处“吹哨”等监管措施，从

“人控、制控、技控、联控”等方式入手，
确保账户资金监管无死角。

针对当前所属部队财务人员能力
参差不齐的实际，中心财务处组织专
门人员分类梳理军队财务法规，区分
军事行动财务保障、公务事业费管理、
薪资福利待遇等 6个方面，编印下发

《常用财务标准制度简编》，供财务人
员日常工作中查询。同时建立定期自
查、对检互查和临机突查等 3项常态化
监督检查机制，抽调业务骨干组成巡
查组，定期到相关单位进行财务检查，
及时通报检查结果，跟踪抓好问题纠
治整改。

“组织把‘钱袋子’交给我们管理，
是信任更是责任。我们要充分发挥财
务部门把关守口的作用，牢牢盯住经济
活动的每一个环节，把住经费收支的每
一道关口，一笔一笔算细账、一分一分
省开支，减少不必要开支、杜绝不合理
开支，切实为能打胜仗提供坚强财力支
撑。”中心财务处处长董承勇说。

此外，该中心财务处还结合财务干
部队伍实际，研究制订《财务干部自身
建设措施办法》《财务岗位职责规范》，
开展专业化练兵比武，努力建设一支

“忠诚、向战、精业、干净、实干”的财务
人才队伍。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探索“四控”机制规范经费开支

军地携手，资金监管无死角

如期实现决战决胜脱贫攻坚顺利
实施乡村振兴目标，退役军人能发挥
什么样的作用？浙江嘉兴军地交上了
这样一份答卷：目前，嘉兴市退役军人
担任该市行政村（社区）党支部书记的
共有 384人，“兵支书”占比 34%；村（社
区）“两委”班子中，退役军人数量为
1465人，占比 27%。

“作为党的诞生地、红船起航地，嘉
兴市以‘兵支书’选育使用激励为突破
口，培养推荐优秀退役军人充实村社

‘两委’，让‘兵支书’成为乡村振兴领头
雁。”嘉兴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陈永
根向笔者介绍。

海宁市周王庙镇博儒桥村曾是当
地有名的贫困村。如今，该村一跃成为
全市经济强村，其中，博儒桥村“兵支
书”吴清江功不可没。

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之后，吴清江首
先着手盘活村集体土地资源筑巢引凤，
而后带领村“两委”班子外出招商引
资。截至 2018年，该村共引进企业 17

家，还建起了工业园。2016年 100万
元、2017年200余万元、2018年300余万
元、2019年 400余万元……几年时间，
博儒桥村村集体营收以百万元的量级
增长，村民收入也翻了一番。

近年来，嘉兴市积极探索在村社建
立功能性党组织，让“兵支书”在基层社
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退役军人孟利
军就是代表之一。

“当年因为穷，我只好外出打拼创
业，致富后就想带领村民一起富起来。”
作为土生土长的南湖区茜柳村人，孟利

军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想得最多的就
是如何让村民一同过上好日子。

一上任，孟利军就着手盘活村集
体的“沉睡资产”。“以前村里的店面、
厂房得靠四处找关系租出去，而且房
租还经常收不齐。现在这些关系户在
我这里可行不通了。”孟利军说，他把
出租信息直接发布到网上，公平公开
竞价。同时，他还将村里闲置的猪粪
处理中心改造后出租，这样村集体的
进账每年又多出近 10万元。2018年 7
月，茜柳村与邻村新民村合作建起了

2000多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年租金收
入达到30万元。

在孟利军和村委一班人的努力下，
茜柳村不仅还清了村集体的200万元债
务，还硬化了道路17.8公里、建造圩区3
公里、新建沟渠40多公里……

近年来，在“兵支书”的带领下，嘉
兴市 46个村集体经济年经常性收入实
现了从 50万元以下向 100万元以上的
转变，78个乡村建成省市级美丽乡村特
色精品村，101个村社建成市级以上文
明村社。

“兵支书”富民路上立新功
■时 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