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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东省济南市一些高校陆续
向有关部门反映：近日学校来了几名某
眼科医院工作人员，打着驻地人武部的
旗号向学生发放自行印发的征兵宣传
册。因为不确定宣传册上的政策信息
是否经过人武部审核，高校征兵工作站
负责人第一时间向人武部致电求证。

笔者为此走访高校一探究竟。在
山东政法学院，学生工作处王宁老师办
公桌上摆着厚厚一沓制作精美的宣传
彩页，册子正面写着：好男儿去当兵，潇
潇洒洒走军营—征兵政策宣传。册
子内页是征兵政策解读，背面则是该眼
科医院相关介绍，“近视手术扫码预约，
享全省最低价”几个字十分显眼。宣传
册是否经过人武部审核？有关政策规
定是否真实准确？历下区人武部副部
长刘毅说：“宣传手册并非人武部制作
或授意其他单位制作，上面的征兵相关
政策规定、时间节点等内容，是我们
2020年初的宣传内容，与今年的实际
情况有出入。”

“此事虽小，却影响不好。”历下区
人武部领导介绍，未经批准和审核的信
息一旦扩散，既会对应征青年政策把握
上造成误导，还会影响兵役机关的威
信，干扰新年度征兵工作正常开展。为
此，这个人武部果断行动，一方面通知
辖区各高校，讲清事实真相，督促各单
位将该眼科医院发放的宣传手册进行
收缴并销毁；另一方面，联系涉事眼科
医院，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批评教育，组
织他们学习征兵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

刘毅介绍，每年征兵体检展开之
际，一些眼科医院就打起应征青年“眼
睛”的主意：有的许诺激光手术后 7天
便可达到半年的效果，有的吹嘘术后
征兵体检通过率100%。一名去年入伍
新兵的家长告诉笔者，近视矫正手术
费用多则 2万多元，少的也得 8000多
元，受利益驱使，部分眼科医院今年将
营销战线前移，于是便出现了上述打着

人武部旗号搞推销的闹剧。在此，笔者
提醒广大有参军意向的适龄青年：征兵
政策要以驻地征兵办公室发布的为准，
不能盲听盲从盲信小道消息和非官方
渠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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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年度出版计划，《中国国防报》2021年春节放假期间休刊五期，即
2021年2月11、12、15、16、17日休刊。2月18日正常出版。

预祝广大读者春节快乐！阖家幸福！

休 刊 启 事

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是社会各界
共同的责任，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都
应该积极配合，但不能越俎代庖。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规定，县级
人武部及其上级军事机关负责本区域的
兵役工作。诸如政策解读、宣传发动等工
作，皆应由兵役机关组织实施。未经审
核和批准不得随意散播征兵相关政策信

息，而报道中提到的那些眼科医院工作
人员却介入其中，缘何？追逐经济利益
是主要动机。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无可非
议，但经营营销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倘若因信息发布不实导致应征青年被误
导、征兵工作被干扰，为了个人“小利”损
害了国防利益，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
瓜”，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法律的惩处。

不容许借征兵牟利

本报讯 李彬、乔振友报道：2月5
日凌晨5时，吉林省通化市市区天还没
亮，数百名民兵志愿者此时已工作了近
7个小时。他们将蔬菜、水果等生活物
资分装后挨家挨户分送，为200多户群
众解了燃眉之急。

疫情发生后，通化军分区认真履行
“面向三军、协调军地”的职能使命，协调
驻军并动员民兵参与疫情防控，组织驻
军单位召开疫情防控联席会议，成立军
队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建立军地防控指
挥长、保障卫健联络员、作战应急值班室
3条24小时指挥通联专线，与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对接，确保信息实时通联。

“我是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明日全
市 115个核酸检测采样点工作全面展
开，帐篷严重不足，请求支援……”近
日，在接到紧急求助后，通化军分区立

即与驻通部队协调，调用军车 28辆，
将 350顶军用棉帐篷火速运往各个采
样点。

1月下旬，通化市第二轮全员核酸
检测工作全面展开，医护力量告急，通
化军分区协调火箭军某部医院紧急驰
援。仅 2个小时，100名医护人员、9辆
救护车奔赴抗疫一线，协助完成核酸检
测采样、重点人员转运救治等工作。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切断传染源
是关键。在全城清洁消杀中，军分区协
调陆军某部出动 2个防化班、1辆指挥
车、2辆洗消车，昼夜对市区环境进行
消杀。同时，军分区成立了溯源流调
队、疫情宣传队、物资运输队等民兵志
愿者服务分队，3000余名民兵志愿者
持续坚守抗疫一线，助力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

吉林省通化军分区协调驻军部队参与疫情防控

军民携手架起抗疫连心桥

本报讯 记者晏良、通讯员邬军报
道：攀雪山，越寒潭，过冰川……经过近
6小时的艰难跋涉，西藏亚东县藏族青
年次吉、白曲和顿珠终于将时蔬、鲜果等
年货送达“云中哨所”詹娘舍。回顾母亲
38年的上哨征程，3名“背菜二代”的脸
上写满自豪。接过拥军接力棒，次吉、白
曲和顿珠续写着和哨所官兵的缘分。

1982年起，西藏亚东县的次仁曲
珍、德吉和普次 3位藏族姐妹结伴而
行，为詹娘舍、则里拉等 6个海拔 4500
米以上的哨点累计送菜上百吨。如今，
昔日的“普姆”（小姑娘）熬成了白发阿
妈，亚东驻军的戍边条件也日益改善，
有了空中索道运输补给，但阿妈的拥军
脚步并未停歇，每逢节日进哨所慰问的
传统一直延续下来。这个春节，阿妈将
送菜重担交给下一代，拥军背篓有了新
传人。

清晨，一缕初阳刚给大地带来蒙蒙

的光亮，阿妈就把刚从温室采摘的蔬果
装入背囊，为哨所官兵准备年货。次
吉、白曲和顿珠出发时，阿妈们又反复
叮嘱：“注意安全、分配好体能、不要赶
时间……”“请阿妈放心，我们一定完成
任务。”次吉代表3人坚定表态。

在冬季负重跨越近2000米距离的
原始森林区、溪流飞溅区、乱石峭壁区
和冰雪封冻区，这段上哨征程注定不容
易。从县城出发，次吉、白曲和顿珠为
保存体力，一路上多用眼神交流，沉默
跟进。行至半途，寒风卷着飞雪扑来，
抽打在脸上，像刀划一样生疼。为避免
被风雪卷走，他们牵手而行，协力向哨
所走去。

经过艰难跋涉，次吉3人终于抵达
哨所。詹娘舍哨长陈子昊迅速派人下
山，将他们迎进哨楼。随后，一场特殊
的“认亲”仪式进行，老阿妈的子女和哨
所官兵结成对子，互相允诺逢年过节拨

打亲情电话，条件允许时多“串门”。亚
东军民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却编织起
浓浓的真爱深情，这份爱薪火相传，这

份情恒承永续。
上图：詹娘舍哨所官兵迎接次吉、

白曲和顿珠。 龙舵丹摄

西藏亚东县3名藏族青年赓续家庭拥军传统为哨所送年货

拥军背篓有了新传人

本报讯 刘星、记者左庆莹报道：
红彤彤的窗花、喜艳艳的对联、热腾腾
的饭菜……2月3日，农历节气立春，重
庆市沙坪坝区人武部和该区石井坡街
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带着这份
特殊的新年礼物来到烈士母亲田伯芬
的家里拜年。

“田妈妈，您把手机拿出来，我们给
您演示一下怎么在网上给何田忠烈士
祭扫献花。”刚坐下来，退役军人服务站
站长江志国就说明来意。

老人名叫田伯芬，有3个儿子先后
参军。1979年，年仅21岁的四子何田忠
在保卫边疆的战斗中为掩护战友突围，
英勇牺牲。2014年，田伯芬一家来到云
南屏边烈士陵园，给儿子扫了墓。之后，
家人每年都按照川渝地区的习俗，在春
节和清明节去云南“看望”小儿子。

“今年过年，国家提倡‘非必要不返
乡、非必须不聚集’。我听从国家号
召。”田伯芬一边说，一边拉着儿子儿媳

一起学习如何在网上献花、进香、点烛。
沙坪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陈阳介绍，1月下旬以来，他们陆续走
进当地100多位烈士的家里，帮助烈属
利用 5G云视频技术开展“云祭扫”，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同时，满足群众祭奠亲
人的愿望。他们还与云南、广西等4个
地方的烈士陵园管理处联系，请他们代
为祭扫。

“今年，大家‘足不出户’就能‘走’
进烈士纪念馆，进行各种纪念活动。”邱
少云烈士纪念馆副馆长周红平告诉记
者，为了满足群众悼念英雄的愿望，今
年，他们专门录制了陈列馆展厅讲解视
频，启用“数字邱少云纪念馆”，开通“云
端看‘云’”专题。据纪念馆工作人员统
计，自上线以来，已有上万名群众进行
在线参观。

今年针对疫情防控新要求，重庆
市、区两级分别成立多支军地慰问团，
深入军烈属家中走访慰问，为困难军烈

属家庭解决实际困难，特别是对家里亲
属因疫情不能返渝的 10余户军烈属，
军地派出志愿者与其结成对子，确保这
些“光荣之家”的老人过一个安定祥和

的新春佳节。
上图：重庆市巴南区人武部干部、

文职人员和职工参与网上祭扫。
高效文摄

重庆市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烈士纪念和军烈属关怀活动

网上献花点烛祭英烈

本报讯 裘一栋、岑开杰报道：“你
们就像儿子一样关心我，这个春节过得
很开心。”春节前夕，荣立三等功的现役
军人胡哲源的父母，对前来探望的浙江
省慈溪市古塘街道的“代理子女”说道。

你为国尽忠，我为你尽孝。这是慈
溪市打造特色拥军模式的一个缩影。
针对当前社会独生子女多，从军报国和
照顾家庭难两全的实际，多年来，慈溪
市 19个乡镇、街道武装部会同社区党
支部、民兵连和企业走进军人家庭认亲
结对，承诺军人服役期间由他们担任

“代理子女”，定期上门看望，逢年过节
陪伴，替现役军人尽孝解忧。

今年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很多
慈溪籍官兵不能回家过年。慈溪市人
武部联合地方发起“你尽忠我尽孝，我
们一起过年”活动，即向留营过年的战
友送上“一封家书”，为军属送上一份慰

问品，宣传一次疫情防控知识，发放一
袋防疫物资，开展一次亲情陪伴。连日
来，基层武装部、民兵连、社区和一些公
益组织持续开展了系列活动，用实际行
动为军人家庭送上关怀，把温暖及时送
到过年不能团聚的军属的心坎上。

驻港部队某部军官孙玉祥，因部队
任务需要，不能休假回家陪伴母亲和怀
孕的妻子过年。观海卫镇武装部的同
志了解情况后，带上慰问品和春联来到
孙玉祥家慰问，还邀请其亲属游古镇、
品美食，唠家常、叙亲情。孙玉祥的母
亲说：“有了武装部同志的陪伴，今年过
年年味一点儿也没少。”

该市人武部政委沈其生介绍，近年
来，随着活动持续深入开展，服务对象、
服务时限和内容也不断扩容升级，“特
困军属帮扶行动”“军人军属法律援助
绿色通道”等一些特色鲜明的创新服务

活动让人耳目一新，激励更多青年踊跃
参军。

上图：该市人武部工作人员陪伴军
属游览古镇。 虞国恒摄

浙江省慈溪市开展“你尽忠我尽孝，我们一起过年”活动

军人之家洋溢儿女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