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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樊晨、通讯员王鹏报
道：近日，上海市虹口区召开区委议军
会，会上盘点梳理了 2020年度虹口区
国防教育活动成果，通过了新年度的国
防教育活动筹划方案。“线上线下相结
合、地域文化和国防文化相交融，形式
上顺应形势需要、内容上结合受众特
点，国防教育效果显著。”参会人员对虹
口区国防教育工作纷纷称赞。

2020年初，虹口区人武部会同区
委宣传部联合制订《国防教育实施方
案》，区分党政机关、中小学校和社会群
众，推出“一次专题学习、一项实践活
动、一部教育影片、一轮军营体验、一次
支前慰问、一场慰问演出、一首国防
MV”等系列活动，对开展国防教育的
对象、内容、形式等进行具体细化，让国
防教育更接地气、更有人气。

2020年1月，人武部和区司法局联
合录制《国防教育法解读》专题片，在
全区电视媒体巡回播放，让依法接受

国防教育成为社会共识；去年 8月，在
白玉兰广场举办国防教育灯光秀，滚
动播放国防知识和兵役政策，吸引大
批市民驻足观看；去年10月，邀请艺术
团体以当地红色资源为背景创作国防
教育歌曲《虹色力量》，并拍摄成音乐
短片，通过军地媒体同步推广。在青
少年国防教育上，人武部聘请军队院
校教员担任中小学校国防教育辅导
员。疫情防控阶段，为确保国防教育
不断线，他们利用区内红色资源制作
国防教育课件、录制国防教育专题片
下发到全区中小学校。

下一步，该区将围绕建党百年宣
传，持续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向纵深
发展，注重在挖掘中深化国防教育
内容、在传承中丰富国防教育形式、
在创新中打造国防教育品牌，努力
让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
保卫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
自觉行动。

上海市虹口区

国防教育接地气有人气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到哪都不
会堵车……”元宵节这天，安徽省金寨
县铁冲乡张店村党支部书记叶胜坐上
村主任陆明的摩托车，开始在田埂、院
落间穿梭忙活起来。

天刚透亮，“早课”就开始了：进香
菇大棚看看香菇长势，进桑蚕养殖大
棚观察桑蚕吐丝进度……时间充裕的
话，二人还会回到村委会小院，瞧瞧又
有哪些人登上了“文明新风榜”。

就在前不久，也是在这个院子里，
安徽省军区副政委杨学伦专程从省城
合肥赶来为叶胜新婚道贺，并为他颁
发“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脱贫攻坚先
进个人”证书。

铁冲乡是安徽省军区定点帮扶
乡。2018年，在六安军分区积极动员
下，退役军人叶胜辞掉企业高薪工
作，回到张店村担任“兵支书”。上任
那天，叶胜立誓：“张店一日不脱贫，
自己一日不结婚”。带着村民苦干两
年多，张店村脱了贫，村民日子越过

越有奔头。每回省军区机关领导来
张店村走访，都催叶胜赶紧把婚事办
了。这不，今年元旦，叶胜终于把媳
妇娶进了门。

返回村部时，二人没有走大路，
而是绕着易地扶贫安置小区看了一
圈。村民家门口收拾得干净利落，柴
火堆码得整整齐齐。阳光明媚，村里
的妇女们坐在家门口晒被子叙话，看
到新婚不久的叶胜，纷纷打趣：“书记
今天很俊嘛！”叶胜听着有些不好意
思红了脸。路上，有村民问他：“今天
是元宵节，能不能放礼花？”叶胜直摇
头，并示意陆明加足马力朝村广播室
驶去，他得用大喇叭继续强调烟花爆
竹禁放规定，让村民安全过年、文明
过年。

到了农历二月初二，村民邓言忠
又要忙起来了。邓言忠是村里的公益
带头人，经常登上村文明新风评比“红
榜”。2006年，老邓患上尿毒症，治病
透析不仅花光家中全部积蓄，还借了
很多外债。2016年，村里帮他办了低
保，两年前，妻子还在当地找了份工
作，邓家的日子慢慢好了起来。2019
年，村里组织易地搬迁，老邓一家从山

上搬了下来，住进了新房。同一年，老
邓加入志愿者服务队，重新拾起年轻
时的手艺，为村民义务理发。

“提供志愿服务能积分，积攒的分
数可以在村里的振风超市当做现金使
用。”邓言忠说。按照《张店村文明新
风评比办法》，登一次“红榜”，村民“文
明新风”积分卡可增 200积分，在振风
超市购物可作200元现金使用。

文明新风评比每月放一次榜，“红
黑榜单”张贴在村委会宣传栏里。评
分项目有：勤劳致富、孝老爱亲、环保
卫生、遵纪守法、移风易俗、热心公益6
个方面。做得好的上“红榜”，差的进

“黑榜”，进步明显的就登上“进步榜”。
去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村

党支部成员带领 30名志愿者严把进
出村路口，对过往人员和车辆进行卫
生检疫，逐家逐户劝导村民不要扎
堆、聚集。30多人带领全村度过了疫
情防控最艰难的一段时期。一个月
后，30名志愿者被村民一致推举上了

“红榜”。
叶胜告诉记者，近两年，张店村投

入乡村文明建设的资金每年约6万元，
经费全部来自村集体经济。张店村的

香菇基地有 52个大棚，有 26位负责香
菇采摘的“守棚人”。50岁的时爱方已
经守棚一年。而就在一年前，时爱方
还是个“闲人”，时常和乡邻闹矛盾。
叶胜看她精力旺盛，手脚麻利，便安排
她守棚。进了大棚，时爱方看着香菇
一茬茬长上来，欢喜得很，一天到晚在
棚里忙活。一年时间，时爱方先是上
了“进步榜”，后来又登上“红榜”。

看到时爱方的变化，叶胜和村“两
委”班子商量后决定推出“好婆婆”“好
媳妇”“身边好人”评选活动，每半年在
村民代表大会上进行一次评选。去年
12月，村民张琴第一次登上“好媳妇”
榜，就被村里人拍了照发了朋友圈。
外地同学通过朋友圈看到，还特意发
来信息祝贺她。

每天早上公鸡打鸣时，陆明的摩
托车油门就点着了，载着叶胜开始了
一天的工作。村里人常调侃：“村子发
展好，全靠书记主任骑着摩托跑。”你
看，忙完手头工作，二人又骑上了摩托
车。张大爷刚把烟头掐灭，打算顺手
丢马路边，看到整洁的路面，又听到摩
托车“突突”声由远及近，赶紧缩手，悻
悻地想：“差点上‘黑榜’啊。”

安徽省金寨县铁冲乡张店村“兵支书”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次探索——

有了新风榜，民风大变样
■本报记者 蔡永连

本报讯 郭艳阳、特约通讯员万
东明报道：“民兵经费管理不够规范，
建议定期组织相关人员业务学习。”2
月下旬，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武
部交班会上，政委王绍雪按照上级机
关的督办建议，完善业务培训方案，推
进问题整改落实。在上级机关的指导
帮带下，交流任职不足半年的王绍雪
已经逐渐适应新的岗位，开展工作游
刃有余。

军分区领导告诉笔者，过去，机关
定期组织督导检查，纠出问题后拉单列
表，责令相关部门限期整改。可在下一
轮检查时，仍有一些单位的问题整改不
彻底，无法按时“销账”。

是“不可为”还是“不愿为”？走访
调研中，不少基层单位吐苦水：督导组
只拿着放大镜找问题，却没有沉下身子
帮助基层解决。某人武部军事科长直
言，上级督查反馈“民兵训练成效不高”
的问题，并指出主要原因在于教练员能
力参差不齐。虽然军分区每年都组织
全区“四会”教练员比武，储备了一批骨
干力量，但每次组织民兵轮训，依然是

“各用各家”，导致问题久治不愈，训练
始终在低层次徘徊。通过进一步调研，
他们还发现督导检查存在“隔靴搔痒”
情况。

针对这些问题，年初，军分区党委
对照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在
充分征询机关和所属人武部意见的基
础上，梳理出“督导检查重数量”“交班
汇报模板化”等 5种不当做法，严厉纠
治“督导只查不解”“干事求稳怕难”等
不实作风。同时，结合周交班、月办公
会等时机，创新开展“一研一率评比”活
动，“一研”即业务课题研究，鼓励各业
务部门主动作为，集智攻关破解制约单
位建设的难题；“一率”即问题整改帮带

率，动员各业务处主动查找问题，积极
提出有针对性、具操作性的整改方法，
通过务实举措帮助各单位解决难题。
某人武部领导感慨：“如今，督导检查指
导性更强、帮带基层的思路更清晰，基
层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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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黄成、特约通讯员蒋震报
道：2次通报讲评、3次集中会审、8次研
讨对接……2月下旬以来，浙江省金华
市军地打出一套“组合拳”，对潜力数据
库进行补漏核查，系统掌握辖区内潜力
分布现状，为下一步的民兵整组提供有
力数据支持。

开展潜力调查是国防动员工作的
基础性工程，直接影响民兵队伍的编建
质量。年初以来，金华军分区一改“下
任务、分指标”的做法，围绕支援保障任
务所需、地方应急抢险所需，按照“领导

小组牵头、职能部门配合、行业系统落
实”的思路，先后 8次与地方应急管理
局、退役军人事务局、统计局和民政局
等职能部门进行对接，利用大数据系统
对党政机关、行业、企事业单位、社会组
织等 12类民兵整组潜力数据展开调查
统计。

在逐级审核的基础上，军分区组织
各县（市、区）开展3次集中会审、2次通
报讲评，对信息统计不详实、数据格式
不规范的单位责令立即整改，对全市千
余个社会组织和 1276家企事业单位的

潜力数据进行逐个筛选，对各县（市、
区）多领域潜力数据进行查缺补漏，为
编实建强民兵队伍奠定坚实基础。

据军分区副司令员刘汉志介绍，立
足战争支援保障需求，充分挖掘辖区新
域新质潜力，军分区专门成立了由军政
主官牵头的 2支核查小组，现地走访当
地 19家大中型企业和三江水上救援、
工程机械协会等 8个社会团体组织，对
所属人员的编兵意愿、专业特长和工程
装备状况进行细致摸排，切实掌握辖区
潜力底数。

浙江金华积极探索民兵整组潜力调查新思路

全过程动态补漏 多领域精准核查
2月下旬，西藏军区拉萨警备

区某部组织岗位练兵活动。图为官
兵进行无千斤顶更换轮胎。

郭树彬摄

广东省揭阳市

立功事迹登上报纸
本报讯 阎英、霍世超报道：2月下

旬，广东省揭阳军分区联合揭阳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统一汇总 2020年度揭阳籍
103名官兵的立功受奖信息，并协调《揭
阳日报》利用专版刊发立功受奖官兵的
光荣榜和先进事迹，在全社会营造浓厚
的当兵光荣、立功光荣的氛围，吸引更
多优秀青年参军入伍。

漯河市郾城区人武部

为准新兵购买保险
本报讯 黄永辉报道：2月下旬，河

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人武部为预定新兵
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为预定新兵
役前教育训练提供安全保障。役前训
练按照“模拟化组织、正规化训练、连队
化管理、全程化淘汰”原则展开，训练全
程严格落实管理制度，强化训练保障，
落实安全责任。

安徽省歙县人武部

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本报讯 潘汇江报道：2月28日，安

徽省歙县人武部组织专武干部开展法律
专题授课辅导，增强武装工作者对政策
法规的理解，推动法律在基层贯彻落实。

3月上旬，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红军西征纪念馆举办“我是小小国防讲解
员”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为该区小学生送去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图
为小讲解员为学生讲解国防知识。 杨 涛摄

3月中旬，贵州省纳雍县人武
部组织双合格应征青年开展役前
训练，通过正规化训练、封闭式管
理，让双合格应征青年提前了解军
营生活。

王庆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