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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岁末年初看双拥

双拥影像

双拥入“云”端 军民喜开颜

去年底，甘肃省武威市退役军人

服务管理云平台正式开通运行，退役

军人服务和拥军优属渠道得以有效

拓宽。

今年初，四川省洪雅县实验小学

少先队员拍摄“新春送

祝福”微视频，发送给

武警官兵。

立春时节，两条新

闻传递着春的讯息：数

字技术赋能双拥实践，

天高地阔，大有可为。

数字技术赋能，双

拥工作智能化水平得到

显著提升。放眼全国各

地，数字技术正在让双

拥工作产生巨大变化。

广西南宁以数字经济助

推行业拥军。而浙江省

舟山市，在全国率先为

驻军部队官兵推出“军

人市民卡”，城市生活同

待遇，军人优待更优

化。可以预期，各地智

慧城市建设，必将为更

多军人军属和广大优抚

对象提供更加现代化的

服务。

借数字科技之力，

双拥创新实践步伐持

续加快。前些年，“全

国爱国拥军模范”“最

美拥军人物”许绍坤，

在云南省昆明市带领

团队建立国防应急通

信保障分队，这支以

退役军人为主体的队

伍研发出数十种军地

通信及专用信息化设

备，出色完成了百余

次国防动员演练和抢

险救灾任务的通信保

障。荣获“深圳市十

大最美退役军人”的朱贵彩，创办网

络科技企业，作为“退役军人创业先

锋”视频号创始人，他坚持为退役战

友就业创业提供专业化帮扶。曾有

一条帮助退役军人拓展业务的视频

一发布就收获 2500多个点赞，播放

量近 10万次。许绍坤、朱贵彩的例

子充分表明：利用数字平台优势，双

拥创新空间正在不断拓宽，综合效

益十分明显。

运用数字化力量，

爱民助民行动同样能

够推陈出新。前不久

召开的 2021年全国双

拥办第一次主任办公

会提出，各项工作要务

实创新。双拥工作本

来就是一体两面，涵盖

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

两个方面。地方拥军

优属，能够借助数字科

技之力，实现数字技术

赋能；部队拥政爱民，

同样可以借力数字科

技，用数字技术增益爱

民助民行动。几年前，

国防科技大学与湖南

省凤凰县廖家桥镇菖

蒲塘村结成帮扶对子

后，通过建立“一体化

地理信息公共服务云

平台”，为湘西地区的

产业发展规划、农作物

种植带来了科技的“阳

光雨露”。“资源整合”

“产业链条”“电子商

务”，村民们过去很少

听到的新名词，变成了

真真切切的“致富经”

“摇钱树”。可见，军队

从助力脱贫攻坚向助

力乡村振兴过渡衔接，

应认清未来面临的考

验和挑战，善于运用数

字化力量，加快弥合城

乡发展的数字鸿沟。

“新年都未有芳华，

二月初惊见草芽。”新年新气象，新年

新征程。新的一年，数字技术赋能双

拥实践，广大军民必将收获满满，幸福

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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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时节，瑞雪初降。第 80集团
军某旅的一位科长李德栋可谓双喜临
门：他本人因工作实绩突出，荣立三
等功；他的儿子期末考试成绩优秀，
获评三好学生。
“感谢‘云’课堂，帮儿子提高了

成绩，也让我减轻了负担！”李德栋一
番话赢得了战友们的共鸣。

去年春节期间，四级军士长许金
矿的妻子和女儿来队探亲，不料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他接到通知，妻子女
儿暂缓离开营区。女儿只能在家属区
通过手机上网课，可家属区内网络信
号时好时坏，手机画面断断续续。当
地电信部门获悉后立即在营区附近架
设基站，确保网络信号畅通。
“云”课堂作为突破时空限制的

学习模式，具有高效便捷、实时互
动、远程通信等特点。其优势显而易
见，但前提是需要基础支撑和“云”
外教学。该旅举一反三创新工作思路
和方法，从基础设施到资源共享，千
方百计为“云”课堂落地创造条件。
地方教育、通信等相关行业努力发掘
拥军潜力，确保“云”课堂在质量上
不打折扣。军地联动，“云”课堂效
应得到延伸放大，军人子女受益良
多。

去年以来，该旅在军营内依托强
军网建立线上“云”课堂，融合共享
思想教育资源，官兵在学习中开阔视
野，在分享中互帮互助。“军人子女教
育完全可以借鉴这种方式，确保形式
上更新颖，内容上更充实。”经旅政治
工作部干事付君臣提议，该旅与地方
有关部门联动，沟通协调，确保为军

人子女服务的“云”课堂顺利开通。
经过一段时间试运行，线上直播平台
与线下教育相互补充，军娃们真正享
受到了优质教育资源。

去年年初，某营三级军士长苏学
鹏因为任务需要，无法休假回家，妻
子便带着放寒假的女儿来队探亲。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面临升学考试的
女儿，每天在家里通过手机上网课。
学习进度能不能跟上？学习效果能否
保证？苏学鹏心里没底。“军人子女除
正常上网课外，驻地中学的名师还给
予了贴心支持。”付君臣介绍，疫情期
间，驻地学校及时伸出援手，利用周
末义务为军人子女提供网上辅导教学。

线上视频直播，线下热心解疑。
经组织安排，以李英才为代表的大学
生士兵群体积极行动起来，在做好自
身防护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为军娃
们辅导功课。去年升学考试，苏学鹏
的女儿以优异成绩顺利考入当地重点
中学。

云端手牵手，大家同受益。连长
刘晓东介绍，旅里还利用寒暑假，借
助“云”平台开展“网上进军营”“军
事知识课堂”等活动，去年以来 20余
名办理随军手续的军人子女顺利入学
入托后，立即被丰富多彩的“云”课
堂所吸引。

前不久，旅里组织表彰大会。因
疫情防控需要，一些家属无法赶到现
场。旅里通过视频连线方式，与部分
官兵家属和子女进行“云”互动。“爸
爸，你真棒！”颁奖现场，看着视频中
儿子的笑脸，获评“四有”优秀军官
的指导员李杨眼睛顿时湿润了。

行业拥军助力某旅放大“云”课堂效应

军娃网课精彩多
■程致远 本报特约通讯员 赵 威

“感谢部队关心厚爱，这么快帮我
落实好工作，我今年还准备考会计证
呢！”1月 16日，新疆军区某团组织的
家属茶话会上，技术工程师代勇的妻
子朱红对新的一年充满了期待。年
初，她辞去家乡的工作，随军来到新
疆。没想到人还没到，新工作已经在
“等”她了。

这个惊喜得益于该团联合地方，
全力打造“线下辅导、线上应聘”的
就业保障服务模式。一年来，这一举
措已经帮助 26 名军嫂解决了就业难
题。

该团驻地偏远，官兵家属随军后
往往面临就业困境，有的从“白领”
变成了待业人员，有的专业不对口找
不到合适工作。线上招聘不受时间空
间限制，招聘规模更大，岗位更多，
服务更全。地方人社部门倾力支持，
军地联手，搭建起军属就业创业网络
信息平台，通过收集用人单位岗位信
息，与军嫂个人情况、职业能力和待
遇等自动进行匹配，应聘成功率大幅
提升。

别开生面的线上招聘，赢得军嫂
们的普遍认可。一位前不久刚刚参加
面试招聘的军嫂介绍，会议室内不见
面试人员，每名面试考官前摆放着一
部手机。军嫂对着手机屏幕回答问
题，整个过程下来，面试效果一点不
受影响。她说，求职军嫂足不出户即
可完成远程面试，工作和岗位选择余
地更大了。

线上“云”招聘，线下点对点。
该团在探索实践过程中借助地方力
量，在线下组织创业讲堂和就业技能
辅导，邀请专家定期辅导授课，军嫂

可根据个人意向选择课程。
去年 10月，某营副营长张志峰的

妻子李静因孩子生病，无法参加线下
组织的创业讲堂和就业技能辅导。这
一情况引起团领导关注。团政治工作
处人力资源股干事张俊彦介绍，从那
以后，在定期组织专家辅导授课时，
团里总是同步录制授课视频，及时推
送到军属就业创业网络信息平台，供
军嫂们随时观看学习。
“在线观看专家以‘开设网店’为

专题的辅导授课后，我给自己的干果
店也增开了一个网店，收入不断增
长。”谈起线上学习网课带来的效益，
四级军士长黄宝的妻子赵湘湘高兴地
说。

在部队邮寄点上班的她，利用周
末时间经营干果店。一次偶然机会登
录军属就业创业网络信息平台后，她
就喜欢上了这个平台。她观看以“开
设网店”为题的辅导授课视频后，很
快掌握了网上销售技巧。仅仅两个月
时间，销售金额就实现翻番。

军嫂高颖随军后一度在家待业。
通过参加军地共同组织的创业讲堂和
就业技能辅导，她选择学习“网络营
销员”课程。去年 11月，在当地一家
传媒公司组织的考核面试中，高颖被
直接录用。
“线上线下帮军嫂拓宽就业门路，

实现自身价值，更有利于强化官兵的
归属感，提高练兵备战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团政委饶思生介绍，
他们还通过组建家政服务队、巡诊医
疗队等方式帮助家属解决实际困难，
线上线下共同发力，让官兵“后院”
更加稳固，更加暖心。

地方倾力支持某团随军家属线上招聘

军嫂就业门路广
■张尚志 邹渝建

1 月 22日，按照约定时间，一场远
程会诊在河南省郑州市与登封市之间
如期进行。

一端是登封市嵩山脚下的胥店村
卫生室，村医张燕和杨祥老人出现在远
程会诊室电视屏幕前。另一端是武警
河南总队郑州支队卫生队，队长夏云忠
等多名军医已等候多时。

上午 9时 30分，信号顺利接通。张
燕随即通过面前的话筒，向军医介绍杨
大爷的病情。杨大爷的病例和影像检
查资料实时传给了另一端的军医。收
到资料的夏云忠等人，通过视频镜头的
前后移动、放大缩小，对杨大爷进行全
方位望诊，而后在村卫生室医生协助
下，了解患者的脉象。
“初步考虑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应给予抗感染、平喘、止咳化痰、扩管处
理，我们现在可以给你一个治疗建议。”
医患之间的对话持续了30多分钟。

胥店村是一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
村落。2016 年 10月，武警郑州支队与
胥店村结成帮扶对子。从那以后，武警
官兵为村里打水井、硬化路面、开发特
色产业。支队政治工作部主任魏玉文
介绍，在军民齐心努力下，胥店村 2018
年全面脱贫。

脱贫摘帽有胜利之时，解难纾困
不可鸣金收兵。在帮扶过程中，支队
官兵发现因病返贫是胥店村存在的
隐患之一。鉴于村卫生室只能诊疗
常见疾病，村子脱贫之初，支队卫生
队就与村卫生室协商，建立起远程医
疗系统。

远程医疗，作为利用通信和信息
技术实现异地疾病诊断、治疗和健康
护理等多重医学功能的医疗模式，运
用计算机、通信、医疗设备，通过数据、
文字、语音和图像资料的远距离传送，
实现专家与患者、专家与医务人员之
间的异地“面对面”会诊。由郑州支队
帮建的这套远程医疗系统，可提供高
清晰图像和立体声音频，实现点对点
远程会议、多点远程会议。从患者的
精神状态到五官、舌苔等细节，均可完
整观察。
“年纪大了，一想到要去几十里外的

医院看病，来回一趟就是一天，心里直发
怵。原本想着就在村卫生室看一下，没
想到通过电视屏幕，还能请到部队上的
医生。俺这还是头一回享受这么好的待
遇！”接受远程会诊后的杨大爷连连道
谢。根据军医们制定的诊疗方案，他将
在村卫生室安心地接受治疗。

武警河南总队郑州支队医疗助民蹚出新路

远程送医情切切
■王龙伟 谷向阳

1 月 18 日，由北京工业大学耿丹
学院举办、线上启动的“我的 2021”
“我和我的学校”等活动，引来各方关
注。耿丹学院国防教育社成员们的
“说国防话责任”活动，尤其引人注
目。工学院 2017 级复学在读大学生
退役士兵杨绮帆以《咱当兵的人》为
题，分享个人体会，激发了许多同学
应征入伍的热情。

据悉，耿丹学院现有六大类 64 个
社团，涵盖科技、人文、体育、文艺、国防
教育等领域，国防教育社被同学们亲切
地誉为“军迷之家”。

线上热情高，源于线下基础好。
去年 10月，学院部分师生到北京市海
淀区花园路街道参观。参加活动的师
生汲取社区“双拥在基层、鱼水情更
浓”的工作经验，及时制订完善双拥行
动计划。11 月，学院举办“蓝色的天
空”空军建军节宣讲会，空军退役士
兵、复学在读大学生连江阁、马俊琛现
场交流互动，让更多同学了解空军发
展史，感受国防科技事业的日新月
异。学院还立足教育拥军、科技支前，
就军人子女入园入学、招聘军嫂入职、
支持部队练兵备战等作出规划，丰富
完善具体细则。

去年底以来，根据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形势需要，学院及时组织开展“云
来云去”特色双拥活动：利用学校电子
屏进行滚动标语宣传，营造双拥活动
浓厚氛围；以“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
水一家亲”为主题，开展线上双拥征
文；将军迷故事整理成文，统一编辑后
网上发布。特色双拥“云来云去”，越
来越多的学生从“云”交流、“云”分享
中直接受益。

身为军迷的思政部教师邱伟，在
“云”课堂上运用幽默风趣、亲和力强
的语言，带动不懂军事、想了解军事的
大学生从零起步，逐渐掌握军事知识、
军事动态。他还结合近现代史教学，
在线上详解军史、战史，加快资深军迷
的“进阶”之路。去年以来，邱伟搜集
了大量军事题材影片，组织学生利用
业余时间“云”观影，并在播放过程中
穿插颇有见地的“云”解说。

应征入伍当一名真正的军人，成
为耿丹学院许多“军迷”的共同理
想。让广大师生感到骄傲的是，2009
年以来，学院已经为部队输送了 425
名大学生士兵，覆盖全军各军兵种；
95 名复学在读的大学生退役士兵，均
表现优秀。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特色双拥“云来云去”

家国情怀意浓浓
■王笑晗

新年开训以来，武警安徽总队蚌

埠支队聘请驻地专业教员走进军营，

从理论基础到实际操作，为司号员专

题授课，在示范讲解、交流互动中，帮

助他们提高吹奏技能。

开训号声

■李程辉 文/图

军地时评

春节前夕，家住辽宁省锦州市的吕
宝财接到一件“神秘包裹”，是一个名为
“左蓝”的人寄来的。打开一看，里面全
是山东传统特色小吃，有青岛正宗的枇
杷梗江米条，曲阜的香酥芝麻饼，还有
煎饼、卷饼、薄饼……

吕宝财纳闷了：自己从没在网上订
购过这些食品，山东方向也没有亲戚，
朋友中更没有一个叫“左蓝”的人。

更蹊跷的是，在锦州市，与吕宝财
一样收到“左蓝”新春大礼包的，还有十
几人。

“左蓝”究竟是谁呢？
情急之下，吕宝财拨通了寄件人

“左蓝”的联系电话，对方一听，先是一
阵“哈哈”的笑声。
“吕大哥，我就是左蓝，王明学的妻

子，您不记得我啦？”对方操着浓重的山
东口音，又是一阵大笑。
“你究竟是哪个？”吕宝财更加疑

惑。
“我就是前几天，去你们锦州市卖

苹果，青岛的那个……”
原来如此，吕宝财这才解开了心中

的“谜团”。
1月 18日，左蓝随丈夫、退役军人

王明学，从青岛市去吉林省通化市销售
苹果。因通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
而滞留在锦州。数九寒冬，当地几个退
役战友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短短两天，
帮助夫妻俩销售了 4吨多苹果（本版1
月 30日以《“锦州苹果”新传》为题报

道）。
“当时只知道她是王明学的妻子，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吕宝财介绍，“那
天，听说他俩是从山东来的，又正赶上

要往另外一个小区运苹果，大卡车进出
不方便，我也没多想，就用自家皮卡车
顺道帮着运了几回。一来二去就熟络
起来，他俩要走的前一天，非要送我两
箱苹果，你说我能要吗？谁做生意都不
容易呀！不承想，这两口子回山东老
家，就给快递来这些小吃！”

我们连线左蓝时，她快言快语：“从
锦州市一返回，我和老王就商量，给 12
个留有联系方式的人一人买一份礼包，
按照卖苹果时记住的小区名称快递过
去。”

按照左蓝提供的联系方式，我们先
后找到了为她提供过帮助的退役军人
朱中文、军属冀玉梅等人。其中，朱中
文是“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成员，
曾获“最美锦州人”称号。

电话中，左蓝盛情相邀：“等疫情缓
解后，春暖花开时，欢迎锦州市的这些
好心人来青岛做客！”

线上求助 线下答谢

解开神秘包裹之谜
■徐兴奇 姜玉坤

回 声

■董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