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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3日，随着贵州省晴隆县等 9
个贫困县宣布脱贫摘帽，我国所有贫困县

“清零”。消息传出，举国振奋，贵州省“黔
货出山进军营”工作专班更是一片欢腾。

次日，专班成员张颖已出现在国防
科技大学和武警湖南总队机关营院，他
是来协调“贵州湖南绿色农产品扶贫专
区”落地工作的。贵州农产品将携手来
自湖南浏阳的红色小镇——文家市镇
的“百姓粮、红军餐”共同走进军营。与
此同时，专班成员孙林盛奔走在海南，
协调把贵州优质农产品送进海军舰艇
厨房……

“消除绝对贫困不是终点，而是乡村
振兴、全面奔小康的新起点。在新起点
上，我们更要快马加鞭！”孙林盛步履匆
匆、步伐坚定。

一次尝试，扶贫、双
拥两头受益

2018年11月12日下午3点，贵州绿
色农产品北京运营中心负责人谢伟站在
武警总部机关副食品超市门前，紧张等
待着官兵们对贵州农产品的检验——当
天，首个军营超市黔货专区在武警总部
机关落地。

“没两天，专区货架上的产品就被一
扫而空，让人喜出望外！”回忆当时场景，
谢伟依然难掩激动心情。

货架空了，贵州晴隆县莲城街道火
把村贫困户黄必书的钱包则鼓了起来。
因为货架上卖出的产品里，有他家种植
的薏仁米，一家人因此增收3万多元！

将黄必书家农产品送进 2000多公
里外军营超市的，是贵州军地有关部门
协同展开的“黔货出山进军营”消费扶贫
活动。

受地理和交通等因素的制约，农产
品销售不出去一直是困扰贵州革命老区
的一大发展难题，为此军地有关部门探
索实践“扶贫＋拥军”双拥新模式，帮助

农产品生产企业与采购商建立合作关
系，“地头价”收购贵州建档立卡贫困户、
退伍军人和烈军属创办企业生产的优质
农副产品，以“拥军价”统一配送到部队
营区超市销售。“黔货出山进军营”消费
扶贫活动就此启动。

2018年9月，在贵州省军区积极协调
下，北京市及各区双拥办采购贵州绿色
农产品慰问部队；当年11月，首个黔货超
市专区在武警总部机关副食品超市落
户；不久，军委机关26个超市面向贵州开
设扶贫专区……黔货专区专柜陆续在军
委机关、陆军、海军、武警、国防大学180
余个营院超市落地，还有261个超市在跟
进建设中。

两年来，通过销售贵州绿色优质农
产品，惠及贫困群众、退役军人和烈军属
逾10万人。仅对黄必书家薏仁米产品进
行收购、包装、质量管控的贵州薏米阳光
公司就带动了建档立卡贫困户621户，并
为6名退役军人提供就业岗位。

一路创新，实践探索
多种模式

今年初，为探索黔货走进军营的更
多可能，贵州省“黔货出山进军营”工作
专班在省委军民融合办正式组建。在工
作专班的统一领导下，省军区政工局、省
委军民融合办、省商务厅、省农业农村厅
等军地部门各司其职，联动作战。

——探索“江苏苏果模式”，实现军地
跨区域大协作开展扶贫。借江苏省军区
跨区域帮扶赫章县之机，协调争取江苏最
大连锁超市苏果集团，在旗下近2000多
间商铺中，零门槛开设黔货专柜，销售贵
州优质农副产品，让黔货从进军营超市迈
步到地方超市，向社会市场拓展。

——探索“浙茶模式”，实现农业优势
产业合作共赢。在军委国防动员部指导
下，浙江、贵州两个省军区携手探索“军地
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受益”路子，协调推

动浙茶集团在贵州开展茶叶产业基地项
目建设，不仅拓展了销售渠道和资源，还
带来先进规范的制茶工艺，让贵州茶飘出
龙井香，促进贵州茶叶产销提质。

商品进军营，质优价廉是基础和保
证。为此，工作专班制定规范了“黔货出
山进军营”企业准入机制流程，在全省遴
选出 376家企业 671种产品形成优质企
业和产品名单，并实行动态管理，设置了

“白名单”和“黑名单”。
贵州薏米阳光公司董事长陈天兵告

诉记者，今年一年公司就接受了 3次考
核。“第一次是在包装产品销到军营超市
前。薏仁米进入军粮串换名单后，公司
与黔西南州军粮供应站签订了供应合
同，省军区、省发改委、省商务厅、省粮食
局的同志又到厂里实地调研排查了两
次，确保产品质量。”

一份情怀，“红”“绿”
相映鱼水深情

“亲爱的解放军叔叔，谢谢你们。家
里养了扶贫中蜂后，日子越过越好。现
在爸爸妈妈每天起早贪黑拖着蜂箱到山
上，说要汲取苗山上最美的中药花，酿出
最甜的蜜，送给最亲的你们……”在普定
县夜郎蜂业生产车间公示栏，张贴着5年
级学生阿莎写的感谢信。信是从省军区
复印来的，张贴在这里是为了增强车间
工人的职责意识。

阿莎家住在普定县猴场乡仙马村，
是一类贫困苗族村寨。两年前，阿莎的
父母从夜郎蜂业领来扶贫中蜂养殖，蜂
蜜直销军营，一家人收入因此有了保证，
阿莎也不用担心因贫辍学了。

进入绿色军营的贵州绿色农产品，
饱含着百姓脱贫增收的信心，也蕴含着
老区群众对人民子弟兵的一片深情。

贵州，是一片红色土地，革命先辈曾
在此洒下热血。贵州，也是全国脱贫攻
坚主战场之一，积极支持黔货进军营，是

人民军队对革命老区的反哺真情。“黔货
要出山，就要适应市场。通过军队这个
稳定的大市场，不仅帮助很多中小企业
迈出了走向市场的第一步，更以市场需
求倒逼企业在生产、包装、流通等环节来
一场真正的革命。”贵州省商务厅市场体
系建设处处长刘加初说。

在军地协同努力下，流通快了起来、
产品成本降了下来。一罐蜂蜜，市场价
218元，到军营超市168元……去掉名目
繁多的宣介费、砍掉中间流通费用，差价
返给了蜂农，也让军营子弟兵买到质优
价廉的实惠产品。

从农村“地头”到军营“灶头”，打通
的是流通环节的最后一公里，全力保证
老百姓真正受益，体现的是人民军队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在‘黔货出山进军营’工作专班指导
下，我们围绕精准产业帮扶大方向，通过自
建、共建、订单带动等方式，在威宁、榕江、
晴隆、长顺等县（区）发展蔬菜（食用菌）基
地50万亩，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农村富
余劳动力就业35万人，人均增收万元以
上。”贵阳市扶贫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程蜀黔相信，“黔货出山进军营”架起的是
扶贫双拥之桥，铺开的是奔小康的路。

当前，工作专班正在探索推动北京、
贵州两地政府、企业深入对接，拓展销售
渠道，助推农村产业革命发展。同时，他
们瞄着易地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有
就业、逐步能致富目标，正抓紧与国家、
军队有关部门协商，争取将部分军需物
品加工任务落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
支持搬迁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

“产品符合官兵需求，海军部队尤其
是舰艇、潜艇上的官兵，常年面对高温高
湿环境，能祛湿的薏仁米、能补充天然维
生素 C的刺梨汁，正是官兵所需。”南部
战区海军保障部领导表示，“黔货出山进
军营”，官兵以消费扶贫方式支持革命老
区致富；老区群众则为官兵提供更加丰
富的物质和精神营养，鱼水深情在新时
代不断加深。

贵州军地积极开展“黔货出山进军营”活动，持续推动消费扶贫创新发展—

山区贫困户，踏上小康路
■本报记者 易恢荣 通讯员 李中迪 宋玟瑾

“三年三步走、逐年上台阶”，民兵
调整改革之初，浙江省军区定下这样
的发展思路。进入2020年的最后一个
月，改革已进行了3年。这是上一个目
标建设的截止线，也是下一段征程的
出发点，要有评估和总结。

12月 3日，伴随着 2颗红色信号
弹腾空而起，浙江省第三届岗位练兵
比武暨应战能力检验评估在舟山市民
兵训练基地拉开帷幕。810名民兵区
分陆上、海上两个赛场，在保交护路、
过泊补给等 11个课目上展开激烈角
逐。此次检验考核，从某种程度上讲，
也是衡量民兵建设水平的一个标尺。
记者跟踪全程，探寻其中变化。

从尖子选考到全员抽考
参训场上无“个例”

“某地域多个重要交通枢纽和重
要目标遭袭，各地市民兵任务分队迅速
跨区支援！”一声令下，杭州、温州、宁
波、衢州等11个军地联合指挥部前指
搭乘指挥方舱向指定地域快速集结。

开设野外临时指挥作业区、建立
师团两级指挥机构通信链路、展开方
舱开设和伪装……参演军地领导和各
任务分队民兵全部投入战位。

丽水市军地联合指挥部指挥方舱
内，景宁县人武部部长张纪恩带领参
谋人员处置特情；华其山纵深区域，第
一次参加比武的民兵叶伟操作无人机
对目标区域进行空中侦察……张纪恩
告诉记者：“练兵备战，每一人都不能
缺席。所有的情况处置，都需要全员
配合……”

“练兵不能‘练少数兵、训个别
人’。”省军区战备建设局局长宣国民
介绍，为此，他们一改由各军分区（警
备区）层层挑选专业尖子拼第一、创纪
录的方式，要求各县市区全员抽考，做
到任务、人员、能力全覆盖，以考促训，
倒逼整体实战化水平提升。

从单兵比拼到战术协同
比武兼顾“前后左右”

比武比什么？省军区战备建设局
军事训练组负责人张胜杰告诉记者：

“未来战场是体系对抗，要比就比‘前
后左右’的配合如何，检验整体作战能
力。”

“陆上任务分队机动展开的必经
道路、桥梁遭敌空袭，受损严重。”一声
令下，嘉兴市民兵保交护路分队迅速
前出，快速架设某型战备钢桥，同时协
同部队进行伪装防护。桁架横梁、连
接桥面……经过 11分 38秒的紧张作
业，战备钢桥成功架设完毕并通过车
辆通行检测。

“可惜了！在桥墩架设全体协作
中慢了一拍。”以几秒之差未能赢得第
一，民兵陈尧一脸遗憾：“生疏的战场
环境，让许多队友没有进入状态，今后
我们还真得在复杂环境下的集体磨合
上下功夫，争取明年迎头赶上。”

“找出‘战场’差距，比赢得比赛更
可贵！”嘉兴市南湖区人武部部长林斌
坦言，以往都是以单兵战技能比拼为
主，这次不一样，不仅是对各级指挥机
构应变能力检验，也是民兵集体战力
的一次淬火，强化民兵“兵”的属性和
体系对抗意识尤为重要。

从看“分秒米”到“目标达成”
以“实战效能”为标尺

战斗运动比武考核现场，刚刚完
成战术匍匐前进动作，穿戴防毒面具
通过染毒地带等障碍的民兵倪正侠已

是大汗淋漓。他没想到，更大的挑战
还在后面——他和4名全副武装的队
友每人只有 1发子弹，却必须在 10秒
钟内消灭150米之外的5个隐显目标！

调整呼吸、屏气凝神，5声枪响过
后，3个目标命中。倪正侠感慨：“虽
然成绩不理想，但闻着硝烟味，找到了
上战场的感觉。”

“比武的目的就是要找到‘战场的
感觉’。”张胜杰表示，把比的内容向实
战聚焦、比的程序向实战靠拢、比的标
准向实战对表，才能促进军事训练成
果深化转化。

“参赛人员没有根据战场环境作
出相应的战术动作，缺少敌情观念，扣
2分。”在战场救护环节，参赛人员战
场意识、敌情观念不强，在接近伤员、
组织救护过程中对伤病员处置不当，
被裁判人员当场扣分。

“逼近实战的考评模式，不仅检验
抓建成果，也挖掘了战斗潜力。”省军
区领导说，从单兵角逐到应急应战成
体系、成建制比拼，是对各单位3年来
应急应战能力建设的集中检验和整体
评估，下一步他们将以群众性练兵比
武活动为抓手，集聚军地各方力量，狠
抓备战落实，不断提高新时代履行使
命任务能力。

上图：对受伤人员进行战场救护。
谭薛峰摄

闻
着
硝
烟
味
，找
到
战
场
感

—

浙
江
省
组
织
岗
位
练
兵
比
武
暨
应
战
能
力
检
验
评
估
闻
思
录

■
童

玮

本
报
特
约
记
者

时

庆

记
者

宋
芳
龙

12月 12日，在山东省郯城县马头镇便民服务
中心的退役军人服务窗口，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
员正在热情地为前来更换残疾军人证件的退役军
人服务。近日，《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
《伤残预备役人员民兵民工证》《因公伤残人员证》
等 4种证件换发工作启动，郯城县强化服务意识，
改进工作作风，积极组织基层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
人员主动与残疾军人联系对接，做到精准服务，让
服务对象只跑一趟。

高 军摄

残疾军人证件
换发只跑一趟

本报讯 吴应得、记者徐文涛报道：
12月 8日至 10日，全国双拥模范城（县）
双拥专职干部培训班在福建泉州开班。
来自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退役
军人事务厅（局）及所辖部分市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负责双拥工作的专职干部近
300人参加培训。

培训紧紧围绕巩固加强军政军民团
结主题，着眼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
务部队建设改革和备战打仗，紧贴双拥
办工作实际和岗位需要，就创新发展新
时代双拥工作、当前国际形势与国家安
全、网络媒体新闻宣传技巧、双拥宣传等
进行专题授课辅导及政策解读,进一步
提高双拥专职干部履责意识和能力。

培训班还实地参观走访军人子女食
宿站、拥军“交钥匙工程”、新移防安居工
程等建设和使用情况，通过实地参观，进
一步增进双拥专职干部对国防和军队建
设的认知，增进对人民子弟兵的深厚感
情，从而以更加自觉的行动、更加有力的
举措，为密切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
军民鱼水情谊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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