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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员，抱一个！”2月7日，在海
拔 3600多米的训练场上，伴着战友们
的欢呼声，李昭珲与妻子杨晓晨紧紧
相拥，现场顿时掌声雷动。

李昭珲是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
连指导员，杨晓晨是山南军分区某营
通信站话务班班长。虽然同属一个单
位，但她在雪山这头，他在雪山那边，
一年到头也见不上几面。

春节前夕，杨晓晨受命到边防执行
任务，许久未见的夫妻俩这才多了一次
难得的团聚机会。面对突然出现的妻
子，李昭珲一时间有些发懵。前一天晚
上，俩人还在视频聊天中互诉衷肠，而
妻子对执行任务一事只字未提。

“老婆，你辛苦了！”相拥时刻，李
昭珲心中的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

的确，这个翻越雪山的拥抱着实不
易。从山南市区到连队驻地，高耸入云
的鲁固拉山和达玛雪山横亘其间。

7日早上，杨晓晨踏上边关之旅。
临行前，她除了带上给连队官兵准备
的护手霜、烘鞋器等春节礼物外，还特
意购买了一盒晕车贴。

但困难比杨晓晨想象中的还要
大。当越野车翻越海拔4800余米的鲁
固拉山口时，原本万里无云的晴空突
然飘起雪花，她不觉抓紧扶手，目不转
睛地盯着前方。

回想起4年前，杨晓晨曾跟随部队
到某边防连执行任务，在翻越海拔
5000多米的亚堆扎拉山时，因为晕车
昏昏欲睡的她被战友的尖叫声惊醒。
定睛一看，原来她们乘坐的汽车在冰
滩打滑，车身瞬间横在马路中间。虽
有惊无险，但每每回忆起那一幕，杨晓
晨依然心有余悸。

汽车沿着盘山公路蜿蜒而上，杨
晓晨感觉胃里翻江倒海。贴上晕车
贴，她想小憩缓解不适，但几个回头弯
下来，左摇右晃，更加痛苦难耐。

从2018年和丈夫步入婚姻殿堂到
现在，杨晓晨还没有到边防连队探望
过李昭珲。作为军人，她知道“两眼一
睁，忙到熄灯”的真正含义。“他一天到
晚都很忙，我不想去影响他的工作。”
思夫心切，人之常情，杨晓晨多少有些
言不由衷。

翻过一座山，又是一座山，看不到
尽头。经幡、牦牛、雪山、冰湖……一路
风景美如画，杨晓晨却没有心思欣赏，
而是不停追问：“还有多久到啊？”“快了，
快了！”同行战友安慰鼓励。终于，经过
一天的颠簸，杨晓晨终于抵达边关。

去边关巡逻，一直是杨晓晨的心
愿。李昭珲所在连队的巡逻点是海拔
5300多米的某山口，一路暗冰遍布、到
处滚石，积雪最深处可达1米，近70度

的陡崖，连牦牛都上不去。听说杨晓
晨想去巡逻，李昭珲一口拒绝，巡逻山
高坡陡，危险重重，他不想让妻子冒这
个险。“我也是一名高原战士，我绝不
拖大家的后腿。”杨晓晨态度坚决，李
昭珲才勉强答应。

脚踩暗冰，步步惊心。仰望直插
云霄的雪山，杨晓晨心里犯起嘀咕，

“这么高啊！”在攀爬“之”字坡时，她一
脚踩滑，左膝盖重重地磕在石头上，幸

亏一旁的李昭珲眼疾手快一把拽住她
的胳膊。

历时5个多小时的跋涉，杨晓晨跟
随巡逻队伍到达点位。“我站立的地方
是中国，请祖国和人民放心……”展开
五星红旗，夫妻俩握拳庄严宣誓。

图①：夫妻俩巡逻时的场景。
图②：夫妻俩与连队官兵包饺子。

李国涛摄

本报讯 记者赵雷、通讯员崔挺报
道：“从症状来看，您患的是膝关节滑膜
炎，近期要注意腿部的防寒保暖，避免
激烈运动……”2月 18日，北部战区总
医院中医科主任周玉霞通过视频为老
干部徐惠民做远程诊疗，坐在一旁的干
休所医护人员刘媛媛认真记录着诊疗
过程。这是辽宁省军区营口干休所利
用“互联网+”技术创新服务保障模式
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该干休所着眼老干部就医
需求，坚持以高效便捷为导向，探索运
用新技术，不断提升保障质效，让老干

部暖心、舒心。
为及时跟踪老干部身体状况，该干

休所引进了“智慧养老管理平台”远程
监护系统，这套健康管理系统，能够为
老干部提供在线实时定位、跌倒自动报
警、紧急情况呼救等信息化保障服务。
该系统不只在室内使用，还可以通过联
网功能的终端设备，由老干部随身携带
在干休所外使用，一旦发现身体情况出
现异常便能及时发出预警。

同时，该干休所还建立了老干部身
体状况跟踪卡，利用手机 APP平台，随
时查看和记录老干部的最新身体状

况。老干部曹志英患有冠心病、心绞痛
和心肌缺血，还做过心脏支架手术。1
月 29日晚上，曹志英突然胸闷气短、浑
身乏力，跌坐在了地上，监护系统自动
触发报警功能。门诊部医护人员接到
信息，迅即上门为其进行心电监测，结
合曹志英既往病史，及时进行治疗，有
效避免了意外发生。

据悉，下一步，该干休所还将结合
“互联网+”技术与相关医院构建网络
平台，实现“远程医疗预约、影像诊断、
手术指导、健康监测”等多种诊疗服务，
为老干部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保障。

辽宁省军区营口干休所创新服务保障新模式

“云诊疗”守护老干部健康

本报讯 伍树清、特约通讯员王士
刚报道：“万金镇 11人，其中大学生 7
人”“姬石乡8人，其中大学生6人”……
2月 18日，交班会刚结束，河南省漯河
市召陵区人武部部长李济春就陆续接
收到6个乡镇武装部部长发来的春节期
间适龄青年报名汇总情况。

春节前，该区人武部召开征兵工作

推进会，结果发现有两个乡镇适龄青年
的报名率不足 80%，随即对他们进行了
约谈，并制订了整改措施和目标任务。

“春节假期日趋临近，将有数百名适龄
青年返乡过年，要发动专武干部、基干
民兵把握有利时机做好精准宣传发动，
确保不漏一人。”人武部政委祝如刚说。

于是，该区人武部联合当地移动公

司，利用大数据平台整合适龄大学生信
息，形成兵员潜力数据库，并根据每名
适龄青年的学历、兴趣等精准发送征兵
内容。同时，他们还从所属乡镇派出所
户籍室整理出适龄青年名单交给基干
民兵，采取“走村入户、分片包干”的方
式实施政策解读、报名登记。

张贴征兵标语、入户宣讲政策……
从 1月开始，天桥街道武装部部长李子
栋一直忙个不停，就连春节期间也没闲
着。“今年区征兵办为了激励更多优秀青
年参军报国，根据疫情防控需要，为进站
体检应征青年提供了餐饮、住宿、报销路

费和误工补助等专项优惠政策……”根
据人武部提供的适龄青年名单，他每到
一户，都详细介绍最新出台的激励政策，
彻底打消适龄青年及家长心中疑虑。

万金镇适龄青年郭有为一直在为
是否应征报名而犹豫不决。大年初四
这天，村里来了为立功受奖官兵送喜报
的队伍，敲锣打鼓的热闹场面让他全家
十分羡慕。“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报名参
军，到部队我也要好好干，争取早日立
功受奖，让爸妈也享受一次喜报送进家
门的荣光。”郭有为激动地告诉笔者。

为有效抓住征兵宣传的“黄金期”，
该区人武部联合区组织局、宣传局、教
育局等部门印发《关于做好2021年度春
节期间征兵宣传工作实施方案》，从人
员编组、氛围营造、教育引导、经费保障
等方面进行规范明确。李济春拿着一
份统计表说：“春节期间，我们共发动
100余名专武干部、基干民兵组成 6支
小分队，深入辖区开展征兵精准宣传发
动，几天内全区又有70余名优秀适龄青
年上站体检。”

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发动专武干部进村入户

征兵宣传春节假期“不打烊”

①①

②②

连日来，重庆市巴南区人武部派出民兵执勤分队，和公安民警一道加大对
巴南区南泉灯会周边的巡逻力度，确保群众过一个安全祥和的元宵节。

高效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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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标准下近 1亿农村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
帽……历经 8年，我国向贫困发起总
攻，啃下了最难啃的“硬骨头”。自党
的十八大吹响脱贫攻坚的号角以来，
数以百万计的扶贫干部进村入户，为
了乡亲们走上致富路呕心沥血。他们
共同筑起的丰功伟绩，值得我们铭记。

在为贫困群众奔忙的人群中，同
样有子弟兵的身影。人民子弟兵来自
人民、热爱人民。在官兵的家乡、在驻
地的贫困村镇、在“三区三州”最艰苦
的地方，绿色背影奋战在脱贫攻坚一
线。他们在保家卫国的同时，也将人
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放在心上。

2月 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
彰大会在京举行，其中国防动员系统
7名个人和 6个集体受到表彰。全军
官兵当以他们为榜样，对帮扶地区摘
帽不摘帮扶，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道路上继续奋斗。

——编 者

宋 勇 男，汉族，1984年 10月
出生，2002年 12月入伍，新疆军区政
治工作部群工联络处原干事、广东省
军区广州第一退休干部休养所干部，
少校军衔

宋勇参与新疆军区扶贫工作期
间，驻村蹲点170余天，协调资金扶持
干果加工、黑枸杞种植等特色产业
120余个，组织团以上干部与 4470户
少数民族群众结对认亲，推动部队帮
扶的203个村全部如期脱贫。

曾润洲 男，汉族，1962年 10月
出生，1980年 10月参加工作，江西省
井冈山市人武部职工

曾润洲先后担任井冈山市寨下
村、南岸村第一书记，协调帮扶资金建
成油茶基地、奈李基地，发展井冈蜜
柚、大棚香菇、有机稻种植等特色产
业，确保贫困户长期稳定增收。他负
责的帮扶村均成为当地新农村建设示
范点。

王连山 男，汉族，1978年6月出
生，1996年 12月入伍，湖北省英山县
人武部部长，上校军衔

2017年起，王连山担任湖北省军
区驻麻城市乘马港镇小寨村扶贫工作
队队长，期间修建军民连心路 26条、
桥梁 9座，修砌岸堤 6.8公里，被湖北
省表彰为“工作突出的第一书记”。

邓世松 男，汉族，1973年5月出
生，1990年 12月入伍，安徽省庐江县
人武部部长，上校军衔

对口帮扶庐江县矾山镇石峡村期
间，邓世松发挥“武常委”优势，协调投
入扶贫资金建设光伏发电、脱水蔬菜
加工、竹木加工等村集体项目，带动
40余户70多名贫困群众家门口就业，
村集体年收入达132万元。

吴设玲 男，汉族，1978年 11月
出生，1997年 12月入伍，广西南宁市
邕宁区人武部政治委员，上校军衔

尽管近年来先后经历两次工作岗
位调整，吴设玲始终积极参与扶贫工
作，动员民兵 1.3万人次，在贫困村开
展产业、教育和医疗帮扶行动，助力
12个贫困村、1447名贫困群众脱贫。

王 军 男，汉族，1976年1月出
生，1993年 12月入伍，山西省广灵县
人武部部长，上校军衔

定点帮扶广灵县加斗乡新恩庄村
以来，王军牵头援建蔬菜大棚、木材加
工厂和豆腐坊等产业，修建军民同心
广场，推动建设“脱贫攻坚+国防教
育”示范村，取得良好综合效益。

赖林军 男，汉族，1982年9月出
生，2001年9月入伍，浙江省军区政治
工作局副团职干事，中校军衔

赖林军统筹协调浙江省102个贫
困村结对帮扶和 6省跨区帮扶任务，
参与推动 20余个重点帮扶项目落
地。期间，他组织30余家在浙茶企赴
贵州省开展对口帮扶，助力上万名贫
困群众增收。

贵州省安顺军分区政治工作处 正
团级，会同地方选拔培养934名“兵支
书”，他们按照“应征入伍、部队服役、
退伍返乡、培养成才”模式，制定规范

“兵支书”培养路径。一大批退役军人
在脱贫攻坚主战场发挥“党建领头人、
脱贫攻坚引路人、和谐稳定维护人、人
民群众贴心人”骨干作用，带动545个
村 22.6万人脱贫。2020年，该处荣获
全国脱贫攻坚奖组织创新奖，安顺“兵
支书”脱贫攻坚代表队被评为全国“最
美退役军人”。

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人武部 正
团级，1994年以来成建制组织民兵治
沙绿化，种植林草 2200余万株、治沙
绿化 10余万亩。在被称为“死亡之
海”的库布其沙漠，他们建起一座占地
7.4万亩，集生态建设、民兵训练于一
体的“万亩林”综合示范基地。2016
年以来，人武部定点帮扶阿斯尔嘎查，
帮助 1300余名贫困群众脱贫。2019
年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奖组织创新奖。

四川省金阳县人武部 正团级，
定点帮扶金阳县岩头村，协调设立产
业帮扶基金，开展 30多个帮扶项目，
建设山羊养殖、白魔芋种植基地。同
时，新建民俗文化广场和入户路，修建
软体水窖、引水灌溉工程，帮助 56户
342名贫困群众如期脱贫。

河北省阜平县人武部 正团级，
定点帮扶阜平县各老村，建设75个香
菇大棚，协调落实 23项扶贫优惠政
策；协调投入资金修建村便民服务中
心、党员活动室、青年民兵之家和双拥
活动广场，硬化入户道路、安装路灯，
整治村容村貌。此外，他们还发挥人
武部协调军地优势，协助保障30个帮
扶单位参与驻地扶贫工作。

湖南省军区机关驻桑植县扶贫工
作队 不定等级，连续32年前后共有
24批工作队在桑植县驻村扶贫，帮扶
4个乡11个村3.1万人稳定脱贫；直接
投入和协调资金扶持 300多个项目，
实施引水、修路、通电“三大工程”和改
灶、改浴、改厕、改栏“四改项目”，建成
137个产业基地和示范园区。

甘肃省东乡县人武部 正团级，
定点帮扶深度贫困村东乡县岭村，筹
措资金帮助建设牛羊养殖场，购置饲
料加工设备，修建家庭养殖暖棚圈舍；
组织90余人次参加技能培训，帮助34
户贫困户稳定分红增收。

国防动员系统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简要事迹

这次巡逻路这次巡逻路，，我陪你一起走我陪你一起走
■■张照杰张照杰 王圣尧王圣尧 本报特约记者本报特约记者 李国涛李国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