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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41.7%、50%、60.2%、72%。
这是河南省 2016年至 2020年入伍新
兵中大学生的比例。

20余项研发成果里三分之一有
大学生士兵参与，这是驻藏某旅的统
计数据。

士官队伍中大学生占比由5年前
的21.7%上升到近50%，这是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军事部9月底更新的数据……

士兵，是一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
构成。一流的军队，要有一流的士
兵。伴随时代发展的步伐，我军的士
兵构成、兵员素质、征集方式发生巨大
变化。尤其是这 5年，大学生士兵已
占一线作战部队义务兵的“半壁江
山”，成为部队战斗力生成的重要力
量。数据变化的背后，折射出国家高
等教育的不断普及、兵役法规的日趋
完善及公民兵役意识的普遍提高。

重庆市沙坪坝区应征青年胡荣飞
没有想到，自己的从军路会这样“不顺
利”——

原以为，体检政考双合格，再加上
大学学历，穿上军装应该是“妥妥
的”。谁知，今年该区应征报名人数远
超任务数，大学学历成了新兵“标
配”。因为尚未拿到毕业证书，胡荣飞
和另外120名体检政考双合格大学在
校生只能签下预定兵员协议，待来年
再圆军旅梦。

这 5年，这样的镜头在神州大地
渐成平常。随着国防和兵役法规的日
趋完善、全民国防教育的深入普及、强
军兴军氛围的进一步浓厚，公民兵役
意识全面提升。今年，全国适龄青年
应征报名人数突破300万。当兵尽义
务，“把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已成
为有志青年的共识。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干部赵云飞没
有 想 到 ，现 在 的 新 兵 如 此“ 不 好
带”——

组织体能训练，面对的可能是揣着
“体能训练师证”的体育大学毕业生；心
理行为训练，举手出来讲两句的，也许
就是心理学专业的大学生；开展革命传
统教育，必须反复核对史实，因为台下
可能坐着对历史感兴趣的大学生……

这5年，不少基层带兵人感慨，打
开新兵花名册越来越像翻看各地高校
名录。2016年，全国大学生网上报名
应征人数突破100万；2017年，入伍新
兵中大学生过半，成为征集主体；2019
年，全国大学生征兵工作会议提出推
动征兵工作向精准精细精实征集大学
生转变。2020年，多地入伍新兵中大
学生占比超 70%，大学生征集规模结
构持续优化。“在军队这个大舞台施展
才华，在军营这个大熔炉淬炼成钢”，
成为众多大学生的选择。

山东省济宁军分区动员处处长范
广强没有想到，现在的征兵工作真的

“很简单”——

前些年，一到征兵季，为了减少人
情、关系干扰，他只能熟人不见、电话
不接。如今，征兵报名都在网上、体检
政考标准明晰、定兵由电脑打分排名，
一切行为有标准、一切操作有记录、一
切过程可监控、一切差错可追溯，工作
精准高效透明，办事人员也更轻松。

这 5年，是兵役政策制度体系日
益完善的 5年。2016年，中央军委国
防动员部创新推行征兵工作“五率”量
化考评办法，从制度上保障了报名率
由低向高、上站率由少向多、合格率由
虚向实、择优率由粗向精、退兵率由高
向低的转变，立起了检验征兵工作成
效的硬杠杠，兵员征集由“按量征齐”
加速向“按需征集”转型。

不久前，毕业于贵州医科大学的
新兵文莉，同百余名战友乘坐专机前
往西藏边防，他们期待在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绽放青春。在大江南北，无数
像文莉一样胸怀家国天下的“后浪”，
正前赴后继地汇入强军兴军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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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缪志刚、徐俊报道：近日，江
苏省南京警备区2020年度现役干部转改
文职人员陆续换穿“孔雀蓝”，文职队伍又
添新面孔。据了解，面向社会招聘的文职
人员也将在年底前完成招录，届时该警备
区文职人员数量将超过现役官兵。

“文职人员逐渐增多，日益成为工作
中坚、主力，他们的能力素质要与占编相
匹配，人数占大头,干活也得挑大梁。”警
备区领导表示，他们加快了对文职人员
岗位能力的培养。

警备区在文职人员培养上一直坚持
“岗位是最好锻炼平台”的理念，组织管
理岗文职与现役军官结成对子，通过“干
带文”的方式，帮助文职人员提高国动业
务能力，还充分发挥军地协调优势，与驻
地双拥共建单位实施联合培养，安排相
关专业岗文职分批到医院、双拥办等单
位代培或学习。

“人武部人员虽然少，但是工作面
特别广，像我们区每年要组织几十万人
的国防教育、几万民兵的整组训练、几
百人的应征入伍等工作。现役人员又

少，文职人员在很多工作上需要独当一
面或多面。”浦口区人武部政工科科长
孙浩为现役转改文职人员，从海军某部
到人武部报到后，积极参加各类培训和
向老人请教，在一年时间里就把自己

“练”成行家里手，先后推动完成 9个街
道民兵整组点验集中政治教育授课、区

“征兵一站式”服务和街道国防教育试
点工作、结对帮扶贫困村新建道路建设
等多项工作。

文职人员上岗前，警备区作了大量
基础培训。他们每年组织1次岗位任职
能力培训，还依据《文职人员条例》，规范
队列礼节、仪容举止，帮文职人员尽快打
下军旅烙印。为调动干事创业积极性，
警备区定期组织业务比武考核竞赛，进
行拉榜排名，激发文职人员精武强能的
动力。

对于文职人员，他们不仅重“用”，还
重“情”。警备区机关和人武部领导坚持
主动靠前，及时解决文职人员住房保障、
户籍办理、保险转接、子女入学等问题，
努力营造拴心留人的好环境。

南京警备区加快提升文职人员履职能力

人数占大头,干活挑大梁
本报讯 陈宏斌、记者徐文涛报

道：“战场上，明知上去不是伤就是死，
但还是往前冲，因为后面是人民……”

“驰援武汉，当然会有担心，但我是医生
更是军人……”10月 14日晚，阳光学院
田径场内，“一堂好课进高校”活动吸引
了近万名师生驻足观看。

为提升青年学子国防意识，引领健
康成长，福建省军区联合阳光学院，共同
筹划了这次活动。参与授课的人员，既有
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志愿军老战士，也
有驰援武汉抗疫一线的军医，还有在国际
军事比武场上为国争光的精武标兵……

东部战区陆军某部教导员卜伟首
先登场与大家分享自己在哥伦比亚标
枪手特种作战学院受训和参加比武的
经历，他直言：“在武器装备日新月异、
作战样式复杂多变的今天，敢打敢拼的
战斗精神仍然是一支军队的底色。”学
子们以热烈的掌声为他点赞。

紧接着，解放军 900医院检验科副
主任赵猛与大学生们交流赴武汉抗疫
的经历和心路历程。战友之间的团结
互助、医患之间的动人故事，让人看到
军人的担当和英雄的铁骨柔情。

当90岁的志愿军老英雄、福建省军
区福州第二干休所老干部罗继五走上
讲台时，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声。罗继五老人精神矍铄，谈起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谈起身边战友牺牲，数次

落泪，他勉励现场大学生，要珍惜来之
不易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将来为祖
国建设奉献力量……

“这么丰富的精神盛宴，让人感动、
让人震撼，在泪流满面的同时还引人深
思！”阳光学院辅导员王志坤告诉记者：

“当前，我们的精神高地，尤其是大学生
的课堂上，需要这样的国防‘播火者’，
英雄壮举永远是国防教育课堂上盛开
不败的‘常青花’。”

当天，通过线上线下同步直播，共
有30余万高校师生观看，取得了良好效

果。福建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任时尽
岭告诉记者，下一步，他们将把国防教
育“一堂好课进高校”作为常规活动坚
持下去，与相关学校建立长效合作机
制，制定细则规划实施。

图为活动现场。 吴佳楠摄

福建省军区开展国防教育“一堂好课进高校”活动

志愿军老英雄成为国防教育“播火者”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中，一张战斗机
的照片很是醒目。那是一架当时最先
进的米格 15战斗机，机身上“香玉剧社
号”5个大字，直言其身世——豫剧演员
常香玉率领香玉剧社义演筹款为志愿
军捐购。

展板上，更动人的是一张表格和数
字：“1951年 6月，抗美援朝总会号召全
国人民开展武器捐献活动，激发了全国
人民爱国热忱，改善了志愿军的武器装
备，更支援了国家财政。截至次年 5月
底，共收到捐款55650亿余元（旧币），折
合 3710架飞机，尚余人民币 6230万余
元（旧币）。”

照片为证，数字为证。人民是历史
的创造者，人民是江山，更是靠山。在
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初期，在那场实力悬
殊的较量中，志愿军能够越战越勇并最
终赢得战争的胜利，靠的正是亿万人民
的支持。亿万人民把一架架战机、一门
门火炮送到志愿军手中，更把必胜的信
念送到官兵心中。战斗中，曾有战士负
伤后坚持不下火线，喊着：“这是祖国的
工人老大哥给我们送来的无后坐力炮
啊，不能一辆坦克都没打就扔了！”他强
忍剧痛坚持战斗击毁敌人5辆坦克。战
后，部队要为其记功，这位战士说，“这
功应该记给工人们。”正因为此，毛泽东
主席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原因
时，深刻指出“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
是人民战争”。

硝烟消散近 70年。如今，我们国
家与军队的实力今非昔比，“无后坐力
炮”“米格 15战斗机”早已不是问题，而

“唯有人民是靠山”“一切为了人民、一

切依靠人民”的理念则在一场场战斗中
愈发明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
斗中、在抗洪抢险一线、在遂行多样化
军事任务的战场上，一个个军民携手并
肩战斗的镜头，依然延续着一脉相承的
鱼水深情，人民战争的壮丽画卷依然感
天动地。

2020年春，常香玉的家乡河南，香
玉传人上演新的“捐飞机”故事——新
冠肺炎疫情骤然来袭，长垣市所有具备
资质的卫材企业全线开工，工人24小时
倒班，除夕当晚，就将 20万个医用外科
口罩、200万个一次性医用口罩、50万顶
医用帽、20万只医用手套送往武汉。双
汇火腿、三全水饺等企业捐出 100多吨
食物，泌阳农民张喜凤夫妇为武汉人民
捐送 6吨大米，嵩县闫庄镇竹园沟村
300多名村民更是在冻土中用手硬拔了
3天，给武汉捐了5万公斤大葱……

岂止河南？！在抗疫这场人民战争
中，来自军队和全国各地的 346支医疗
队、4.2万余名医护人员疾赴湖北；19个
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市以外 16
个市州及县级市；各地群众纷纷送来各
种物资；仅 10天时间建成可容纳 1000
张床位的火神山医院、12天建成有1500
张床位的雷神山医院，新建17座方舱医
院、新增万余张床位……

岂止抗疫？！今夏多地发生严重洪
涝灾害，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兵力
120多万人次，组织民兵 30多万人次，
奋战在 17个省份的防汛救灾一线。在
圆满完成任务的背后，是河北志愿者千
里送来的数十吨“拥军蔬菜”；是安徽安
庆 10多家餐饮企业成立的志愿保障队
送来的热气腾腾的爱心餐；是一辆辆张

贴着“军民同心，共建家园”等标语的邮
车往返各抗洪部队驻点，点对点配送发
放物资保障……

岂止应急应战时？！在海南、在河
南驻马店、在河北邯郸，部队实战化训
演需进行土地规划整合和训练场建设，
驻地群众全力支持主动搬迁传佳话；国
防和军队改革中，涉及部队移防、人员
调整，重庆、吉林等地方政府主动上门
解难成常态……

较之70年前捐款捐物，如今的支前
更稳健与从容。以抗疫物资捐赠为例，
在军地应急部门的统一调度下，医用防
护企业动员生产能力明晰；金融机构特
事特办及时投放保障资金；供电公司调
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特殊时期卫材企
业安全可靠供电……

较之70年前捐款捐物，如今的支前
实力也更加雄厚。此次抗疫战斗，仅河

南民营企业在武汉封城后的第一周即
向当地捐赠了价值 4.7亿元的各类物
资。常香玉的孙女、豫剧表演艺术家小
香玉，也在北京向疫区捐款。与 70年
前，常香玉变卖孩子的金锁和首饰、变
卖汽车、奔波 6省巡回义演筹款支前不
同，小香玉捐款的同时，提议并联合戏
曲界同仁共同录制了豫剧版《中国武汉
加油——〈花木兰〉》：“同胞齐心援武
汉！谁说疫情难防范？众志成城来支
援……不分昼夜为生命抢时间，百姓们
才能有这暖和安……”

百姓暖安是目标，众志成城是途径
和保证。歌声铿锵，随着电波、网络传
唱大江南北。70年，一切变了一切也没
变。“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在
党的坚强领导下，军民同心众志成城，
没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没有什么奇迹
不能创造！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号召，为志愿军捐购武器。战场上，“香玉剧社
号”“石景山钢铁厂号”……以各行各业命名的战机翱翔蓝天，捍卫着世界和平——

人民是坚实的靠山
■本报记者 张和芸 谷巍峰

10月 20日，群众参观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主题展览。 本报记者 单慧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