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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兵 工 作 进 行 时征 兵 工 作 进 行 时 与强军同行与强军同行

本报讯 徐俊斌、姜川报道：“咱
们武装部被评为规范化建设达标单位
的消息上报纸啦！”3月 8日一上班，辽
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甘井子街道党工
委宣传委员李志俭，手拿当天报纸一
路跑上楼，向该街道武装部部长于丽
娟报告喜讯。

为进一步加强乡镇（街道）武装部
规范化建设，去年12月下旬，大连军分
区依据军委国防动员部下发的《关于
深化民兵调整改革检查考评办法》和
辽宁省军区出台的《基层人民武装部
建设细则（试行）》文件精神，以建设

“党管武装有力、机构设置健全、干部
队伍过硬、基础设施完善、工作制度落
实、任务完成出色”的基层武装部为目
标，对全市部分基层武装部进行检查
考评。

以往，军分区要将检查考评结果
以文件通报形式下发各基层武装部，
未达标的单位及时制订整改计划，对
存在的问题挂号销账。然而，今年军
分区下发文件一个多星期，许多基层
武装部并未有整改动作。机关抽查发

现，有的基层武装部只是将下发的文
件在武装部内部和分管领导之间传阅
一下，而后放进档案室存档。军分区
司令员季高原分析原因认为，“基层武
装部建设活力不足，很多工作推不动、
落实不了或者落实质量不高，争先创
优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是症结所在。”

为了让先进的受激励、落后的受
触动，该军分区积极协调市委宣传部，
借助当地媒体发布通报，积极营造后
进赶先进、中间争先进、先进向前进的
浓厚氛围。

“大连市军地联合下发首批基层
武装部规范化建设达标单位通报，让
41个达标单位的经验做法通过媒体广
泛宣传被更多的人知晓，也让后进单
位倍感压力。”大连军分区领导介绍，
12个存在问题的武装部领导按照通报
要求逐条逐项对照检查。庄河市兰店
乡召开党委会，将武装部规范化建设
作为第一项议题，一班人积极建言献
策，查短板、补弱项。全市本次没有参
评的 96个乡镇（街道），也纷纷按照要
求制订了全年工作落实计划。

辽宁省大连军分区加强基层武装部规范化建设

通报表彰激活争先动力

3月4日，新疆喀什军分区某边防团塔合曼边防连官兵踏雪巡边，确保边
境辖区安全稳定。 姬文志摄

编者按 为让预定新兵在思想上尽快适应部队要求，各
级兵役机关纷纷把坚定理想信念、铸牢军魂摆在役前教育训
练首位，利用丰富的红色革命资源和历史教材，组织预定新
兵到历史博物馆、战斗遗址、烈士陵园等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等活动，引导他们在聆听红色故事中接受思想
洗礼，在追忆峥嵘岁月中感悟信仰魅力，不断校准“为什么当
兵、为谁当兵、当什么样的兵”的思想准星。

为预定新兵系好“第一粒扣子”

本报讯 王颖、记者宋芳龙报道：
一个个爱军精武故事催人奋进、一段段
献身国防事迹感人肺腑……3月10日，
浙江省龙港市人武部组织40名预定新
兵参观军人荣誉墙，聆听本市籍优秀军
人在部队成长、成才的故事，汲取丰富
的精神养料。

“荣誉墙是激励预定新兵建功军营
的精神磁场。”龙港市人武部政委谷常
辉介绍，今年他们一改往年做法，把思
想政治教育搬进社区文化礼堂，充分发
挥在文化礼堂设立的“军人荣誉墙”“红

色讲堂”“国防教育课堂”等场所的教育
功能，积极开展“学榜样、践初心、担使
命”革命传统教育，通过聆听国防知识
讲座、观看宣讲辅导录像等形式，帮助
预定新兵端正入伍动机，校正思想航
向，坚定参军报国信念。

在华中社区文化礼堂，“军人荣誉
墙”就设在礼堂大厅的显眼位置，上面
公示着该社区立功军人的立功时间和
先进事迹。该社区书记冯亦科指着荣
誉墙上的军功榜对预定新兵语重心长
地说：“每枚军功章、每张立功喜报，

都凝结着军人矢志强军的血水汗水，
他们当之无愧占据文化礼堂最重要的
位置。”

一面荣誉墙就是一张无声的动员
令。来自该社区的预定新兵冯永乐是
一名在校大学生，今年春季征兵开始
后，在家人的鼓励下第一时间报了名。

“以前爸妈总是对我说，你啥时候也能
上上军人荣誉墙。”冯永乐腼腆地说：

“到了部队一定好好干，争取早日让俺
爸妈也光荣光荣。”

人未进军营，思想先“入伍”。龙港

市人武部部长张巨富介绍，除了走进文
化礼堂，他们还采取集中教育、随机教育
和谈心交心相结合的方式，将爱国奉献、
吃苦耐劳、青春无悔等专题教育贯穿训
练全程，提高役前训练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从源头上筑牢预定新兵思想根基。

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力量。训练
场上，预定新兵们奋勇拼搏、你追我
赶，他们表示：“不管明天奔向哪里，身
处什么岗位，都会以家乡的优秀军人
为榜样，自觉扛起青年之责，为强军兴
军贡献力量。”

“军人荣誉墙”前坚定报国信念

本报讯 李俊达、夏兴俭报道：
“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你们选择远赴
他乡、守护祖国，你们不仅是父母的骄
傲，更是家乡的骄傲！”3月 10日，在江
苏省灌云县开山岛礼堂，“最美奋斗
者”王仕花对灌云县近百名参加役前
训练的预定新兵语重心长地说道。大
家没有想到，从军之初便有机会来到
了家喻户晓的岛屿接受现地教育，备
感光荣。

“‘双合格’名单确定后，我们便对
预定新兵开展有针对性地役前训练。”

灌云县人武部副部长陈明孚告诉笔
者，开展役前训练是帮助他们实现由
地方青年到军人角色转变的第一步，
对新兵今后军营生活有着非常重要
的意义。“灌云县是革命老区，开山
岛是座‘英雄岛’，我们要利用好身
边的红色资源，将红色基因植入预定
新兵血脉，帮助他们筑牢高举旗帜、
听党指挥的思想根基，让对党忠诚、
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在他们心中生
根发芽，并激励他们走好从军路。”
陈明孚说。

为了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该县人武部领导介绍，除了组织预定新
兵听“最美奋斗者”讲述守岛故事，还精
心组织了国际安全形势分析和入伍前
思想政治教育等系列课程，结合参观王
继才先进事迹展馆、重走英雄守岛路等
活动，在预定新兵的心中打下深深的红
色烙印。

一个故事就是一堂生动的教育，
一场仪式就是一次鲜活的思想洗礼。
灌云县伊山镇预定新兵、南京视觉艺
术职业学院大一新生刘逸被王继才、

王仕花夫妇无怨无悔的坚守与奉献感
动，暗下决心：“一定要传承好英模精
神，尽快融入部队生活，做一名听党指
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新时代革命
军人。”

据了解，近年来该县人武部不断探
索创新役前训练新模式，充分发挥身边
模范典型的引领作用，让红色教育成为
应征青年的必修课，帮助预定新兵树立
学习楷模、建功军营的人生目标，促使
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年投身到强军兴军
的伟大事业中。

开山岛上感悟爱国奉献力量

本报讯 张雪璨报道：“了解了革
命先辈的事迹后，我懂得了既然穿上
了军装，在人民有难时，就必须要挺身
而出。作为即将入伍的青年，我要向
革命先辈们学习。”3月 15日，正在参
加役前训练的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
预定新兵李伯谦参观完革命军事馆后
感慨地说。

近期，石家庄警备区充分发挥红色
资源优势，在全区预定新兵中广泛开展

“学先辈、学先进、当标兵”红色传统教育

活动，通过参观国防教育基地、观看宣讲
辅导报告等形式，帮助预定新兵系好从
军入伍的“第一粒扣子”。

为了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活动展开前，石家庄警备区专门组织预
定新兵召开座谈会，通过思想摸底，梳理
出“个人梦与强军梦怎么融合、利益和前
途如何对待、责任和使命如何担当”等大
家关心关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他们
协调当地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单
位，依托国防教育基地、军事馆等场所，

革命传统宣讲报告团有针对性地开展了
10余堂红色教育课程。

“石家庄既是八路军最早开辟的晋
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全国最大的抗日根据地晋察鲁豫抗日
根据地的一部分。”在石家庄市革命军
事馆，笔者看到，参加役前训练的预定
新兵正在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除了参观革命军事馆外，河北省军
区石家庄第一干休所邀请本所91岁高
龄抗美援朝老战士潘成忠，以自身参军

入伍、保家卫国的亲身经历，为在石家
庄市民兵训练基地参加训练的 700余
名预定新兵讲了一堂“传承红色基因，
迈好军旅第一步”的革命传统教育课，
在预定新兵思想中打下红色烙印。

活动开展以来，很多参加役前训练
的预定新兵写了申请书，志愿到边疆
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大家纷纷表示：

“不管明天奔向哪里，身在什么岗位，都
会以先辈为榜样，用奉献擦亮青春底
色，在担当中谱写人生华章。”

聆听先辈教诲打下红色烙印

3月 8日清晨，骤雨初歇。南黄海
畔，江苏省如东县环港女炮排排长周爱
芹颈挂望远镜、手持电警棍，带领 7名
队员整齐行进在海防巡逻线上。刚接
到海区大雾橙色预警的消息，她们警惕
地盯着海面，不敢有丝毫放松。

在身后的小洋口海防民兵哨所
里，另一班女民兵正利用现代化侦察
观测设备，严密观察海上情况。从哨
所灯塔顶层向外眺望，近处是美丽繁
忙的洋口渔港，远处是一望无际的大
海。按照年度训练计划，女炮排的姑
娘们将在这里轮岗备勤一个月。

环港女炮排组建于 1967年 3月 8
日。建排以来，女炮排的姑娘们不爱红
装爱武装，甘愿献身海防，为守卫海防、
建设海防做出了积极贡献，先后 50多
次受到省、市、县各级表彰，曾4次参加
原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军区民兵工作先
进代表大会，先后荣立集体二等功 1
次、集体三等功 3次，2007年被江苏省
委、省政府、省军区命名为“海防模范女
炮排”。

“我们平时为民、战时为兵，既然
穿上了迷彩，就得苦练军事本领。”周爱
芹告诉笔者，年初，在小洋口民兵哨所
升级改造完成投入试运行后，姑娘们展
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之气，主动申
请投入试运行工作。为尽快熟练掌握
新装备的操作技能，姑娘们进驻南通军
分区教导队进行封闭式训练，与男民兵
一样摸爬滚打。

缪剑个子最小，但训练从不掉队，
手掌磨出了泡，胳膊蹭出了血，在模拟
甲板上摔得鼻青脸肿，都没有叫一声苦
喊一声累。在汇报表演时，姑娘们出色
完成了多个海上移动目标的侦察保障
任务，受到在场首长的点赞。

海防巡逻结束后，周爱芹还组织大
家学习党史。她用丰富的史料、翔实的
数据、生动的语言，讲述了中国共产党
最早的党员之一俞秀松烈士信党爱党
跟党走的故事，让大家深受教育。“我将
以革命先辈为榜样，学习他们的高尚品
质，甘愿牺牲奉献，实现自我价值。以
这样的方式过自己的节日，我们也觉得
十分有意义。”炮排女民兵、掘港街道芳
泉村经管员季明娟说。

近年来，军地各级高度重视海防工
作，如东县人武部积极协调县委县政

府投入资金升级改造小洋口民兵哨
所，区分“四区七室一库”建设，其中侦
观区综合集成“海上侦察指挥、岸基雷
达侦测、渔船动态管理、沿海定点监
控、远程视频会议”等系统，海防巡逻
进入了新时代。女炮排的姑娘们也告
别了以前“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
的艰苦岁月，户外巡滩的次数明显减
少。现在，哨所各类系统与县军事指
挥中心实现不间断指挥通联，应急处
置能力有了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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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山西省和顺县人武部组织预定新兵参观秦赖支队司令部旧址纪念馆，通过宣誓、集体签名、瞻仰革命先烈事迹等方式，进一步激发爱国奉
献热情，引导他们坚定建功军营信念。 程睿芳摄

江苏省
灌云县

本报讯 于斌、郑庆忠报道：“我承
诺：继承英雄遗志，坚定报国之志，积极
投身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以优异的成
绩回报家乡。”3月12日，山东省齐河县
近80名预定新兵来到孟祥斌烈士雕塑
前，整齐列队，向英雄作出庄严宣誓。

如何在预定新兵内心打下红色烙
印？齐河县人武部专门召开座谈会，征
求预定新兵们的意见建议。“我是听着
孟祥斌的故事长大的，他是我心目中的
英雄。”大学生高天宇的一番话引起了

大家的共鸣。
该县人武部领导感到，预定新兵对

孟祥斌怀有深深的崇敬，安排他们与英
雄进行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能够让他
们更加坚定入伍决心，扛起神圣使命。
很快，人武部决定利用孟祥斌家乡这一
红色资源优势，让每名预定新兵接受一
次特殊的“参军礼”：参观孟祥斌纪念
馆、聆听孟祥斌事迹报告、在英雄雕塑
前点名宣誓。

纪念馆内，一张张宝贵的照片、一

件件珍贵的遗物，让预定新兵感动不
已。在英雄雕塑前的宣誓，更让预定新
兵们血脉偾张。“小时候，孟祥斌让我明
白了军人二字的含义。今天，我在这里
向英雄承诺，我一定会走好军营每一
步，成为他的模样。”从聊城大学毕业的
孙景忠动情地说。

宣誓活动结束后，是庄严的集体呼
点。“孟祥斌！”“到！”全体预定新兵齐刷
刷地回答。

铿锵有力的声音在纪念馆内回荡。

“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孟祥斌的影
子，他们用最有力的话语，诠释着为人民
服务、为祖国牺牲的‘一声到，一生到’含
义。”县人武部部长王亚明告诉笔者。

喊出的是庄严承诺，立下的是铮铮
誓言。活动结束后，预定新兵们纷纷感
言，“以前无数次地听别人讲起孟祥斌的
故事，但从未像今天这样走近英雄。在
作出承诺、喊出‘到’的那一刻，我们就是
英雄的传人。在部队我们一定跑好接力
赛，做一名像孟祥斌那样的好军人。”

立下铮铮誓言勇当英雄传人

浙江省
龙港市

河 北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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