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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 我县在市委和军分区党委的
正确领导下袁认真履行党管武装工作职责袁
按照野管思想尧把方向袁管组织尧强队伍袁管
训练尧谋打赢袁管建设尧解难题冶的思路袁科
学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防建设袁 切实抓
好党管武装工作袁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遥

以习近平强军思想领航铸魂
我县坚持把党管武装作为巩固党执政

地位的基础工程袁把管武装尧建武装摆上全
局工作的重要位置遥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强军思想袁 认真学习党管武装政策
法规袁不断增强党管武装的政治意识遥 坚持

阅读叶解放军报曳叶中国国防报曳叶国防教育曳袁
密切关注国内国际安全大势和我军改革强
军大局袁认清形势任务遥 注重把党管武装理
论纳入县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和党校干部培
训计划袁 不断强化各级干部的政治意识尧国
防意识遥 切实扛起党管武装工作责任袁坚持
把武装工作纳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
标尧把民兵预备役建设纳入党委政府工作内
容尧 把武装工作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尧把
基层武装工作纳入党政工作内容袁推动国防
后备力量建设健康发展遥

我县把国防教育作为各级党委班子必
修课袁在每次党委班子理论学习时学习主席
关于强军兴军的重要论述袁培育各级领导干
部的尚武情怀遥 定期组织县四套班子成员尧
镇区负责同志过野军事日冶袁定期面向群众尧
学生尧机关干部举办国防知识讲座袁利用华
中工委纪念馆等红色资源以及 野鹤乡国防冶
公众号等新媒体开展立体式国防教育袁全年
受教育 8万多人次袁营造了全社会关心支持
国防建设的浓厚氛围遥

在规范化建设中夯实组织基础
我县深入贯彻执行 叶国防法曳叶兵役法曳

等有关规定袁把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作为加
强新时代党管武装工作的重要抓手抓牢尧抓
实遥

我县认真执行军地领导双向兼职尧党委
议军尧军事日尧现场办公尧党管武装工作述职
等制度遥 采取现场办公形式袁专题研究武装
工作重大事项袁协调尧帮助解决重点难点问
题遥 定期参加人武党委会决策议事袁听取县
人武部班子建设情况汇报袁及时掌握武装工
作动态袁经常与班子成员交心谈心袁研究民
兵尧兵役尧动员等工作袁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和
建议袁提高班子决策水平遥 对县国动委的领
导组成尧办事机构和成员单位及时进行调整
充实袁积极开展国防动员潜力调查袁组织对
全县动员支前潜力数据进行细致核实袁提升
国防动员建设规范化尧常态化尧制度化水平遥

在解难帮困中融注爱武之情
我县始终把 野为武装工作排忧解难冶作

为衡量政治站位尧领导能力的野试金石冶袁把

政策规定的实事办好袁把武装工作的具体困
难解决好遥

我县持续深化野结对子尧办实事冶活动袁
定期听取军地互办实事推进情况袁 在春节尧
七一尧 八一等重要节日和重大演习期间袁县
四套班子成员一起到人武部和驻射部队走
访慰问袁推动县内 110个单位与 9支驻地部
队结对袁通过送文化尧送服务尧送技能尧送政
策等多种途径袁累计投入 210万元尧兴办各
类实事 100件遥 建立拥军野绿色通道冶袁做到
随军未就业家属安置尧军人子女优先就便入
学曰全力做好军队转业干部尧伤病残退役军
人接收安置和退役士兵创业尧就业培训等优
抚保障工作袁实施退伍军人创业优先享受无
息小额贷款尧办理注册尧免税等优惠政策曰免
费培训退役军人 390人次袁提供城管尧环卫尧
保安等公益性岗位 211个曰对 685户特困退
役军人家庭一户一策落实全民健康体检尧子
女上学尧看病就医尧节日慰问尧住房保障等政
策遥

党旗辉映“国防绿”
要要要我县加强党管武装工作纪实

本报通讯员 吴玉刚 徐步忠

备
勤
训
练
常
抓
不
懈

图淤队列训练

图于防毒面具训练

图盂防暴训练

胥家震 庄晟浩 孙彬 摄

10 月 8 日至 10 月 19
日袁 为期 12天的全县民兵
应急连备勤训练在县中小
学素质教育基地举行遥 该连
坚持从实战出发袁向实战靠
拢袁锤炼民兵血性袁苦练专
业技能袁不断增强民兵野召
之即来尧来之能战尧战之必
胜冶的实战本领遥

本报讯渊通讯员 陈剑冤在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
题教育中袁兴桥镇人武部聚焦民兵练兵备战主题袁紧盯当
前形势特点袁以提高备战意识为教育重点袁推动教育向民
兵延伸遥

该镇人武部把主题教育延伸至民兵连袁 坚持把理论
武装贯穿始终袁学习习主席关于练兵备战系列报道曰开展
野读原文尧悟道理尧明责任冶研读活动袁深刻领悟精神内涵袁
进一步营造民兵练兵备战的浓厚氛围和政治热情遥 针对
一些民兵执行任务热情不高袁 甚至出现片面追求物质享
受的价值取向袁 他们组织民兵参观华中工委纪念馆和县
革命烈士陵园袁让大家在缅怀先烈的同时袁在自己的岗位
上砥砺前行遥

兴桥镇

主题教育向民兵延伸

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春生冤连日来袁千秋镇按照野精准
建设尧精细管理尧精确动员冶的思路袁紧扣民兵调整改革新
要求袁大力抓紧抓实民兵整组工作袁取得明显效果遥

为深入贯彻省市县民兵调整改革任务部署会精神袁
该镇人武部积极探索新体制下民兵调整改革工作思路袁
大力抓好应急救援和高技术专业队伍建设袁 压减数量规
模袁优化结构布局袁编组了一批建在身边尧抓在手中尧用在
关键的民兵常备应急专业分队袁 成为维护驻地安全稳定
的主力军遥 该镇对企业民兵组织的基本设施尧 经常性工
作尧民兵管理尧经费保障等问题进行规范袁促进和推动民
兵全面建设整体推进袁进一步实现了民兵组织落实尧阵地
建设规范尧活动经常的要求遥

千秋镇人武部

规范化建设闪“亮点”

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荣冤野根据上级通知要求袁我镇进
一步强化入伍新兵的跟踪教育袁 把他们培养成为军队的
有用人才遥 冶日前袁黄沙港镇人武部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
介绍说遥

该镇在抓好入伍新兵跟踪教育中袁主要做到野三访冶遥
一是家访遥 今年该镇完成征兵任务 9人袁超额完成指标曰
新兵送走后袁该镇人武部定期到新兵家里走访袁了解新兵
在部队的工作学习情况袁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袁会同家长
商订跟踪教育方案袁为新兵解除家里的后顾之忧袁让他们
安心在部队服役遥二是回访遥镇人武部对今年入伍的 9名
新兵袁 逐一到所在部队回访袁 同新兵进行思想交流和沟
通袁 面对面地了解学习生活情况袁 教育新兵树立远大理
想遥三是微信访遥镇人武部同刚入伍的新兵建立了微信工
作群袁让他们收看叶魅力黄沙港曳微信公众号袁及时了解家
乡的发展变化曰通过微信工作群加强学习交流袁强化跟踪
教育袁激发刚入伍新兵刻苦学习尧锤炼意志尧保家卫国的
热情遥

黄沙港镇

强化入伍新兵跟踪教育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张才惠 孙彬 冯小雨冤10月 26
日袁 洋马镇北邗村退伍军人杨海东创办的菊花脱水厂开
业遥 该厂以高出平均收购价 0.50元的价格收购当地菊农
鲜花 30多吨袁让利给菊农遥 这是该镇退伍军人在乡村振
兴中大显身手的生动事例遥

近年来袁 该镇鼓励支持百名新老退伍军人再就业和
自主创业袁先后出台了叶洋马镇退伍军人创业奖励政策曳
和叶洋马镇退伍军人岗位优选规定曳袁激发了广大退伍军
人在各个领域进位争先和创业热情遥 目前袁全镇已有 40
多退伍军人创办合作社尧家庭农场尧农产品加工企业和机
械尧电子尧医卫等产品生产企业袁已有 20多名退伍军人在
政府部门尧村居尧企业任职遥港中居委会退伍军人尧共产党
员周健创办的汽保机械加工企业袁 产品不仅销往多家汽
车生产企业袁而且漂洋过海销到国外遥

洋马镇

退伍军人乡村振兴显身手

本报讯渊通讯员 别恒玉 张建忠冤自野三秋冶工作开
展以来袁长荡镇人武部组织 150多名民兵尧退伍军人成立
14支民兵志愿服务队和抢收抢种流动服务队袁 帮助军
属尧缺劳力户尧特困户尧残疾人家庭尧孤寡老人抢收水稻尧
种麦尧栽油菜袁深受广大农户好评遥

野三秋冶期间袁该镇民兵志愿服务队员们每天深入生
产一线袁帮助农户抢收水稻尧运送肥料遥 针对各困难农户
劳力尧资金等情况和秋收难易程度袁帮助他们制定科学详
细的秋收计划袁合理调配人员尧农机遥同时袁他们还把无资
金尧无劳力尧无车辆的野三无冶家庭作为帮扶重点袁要求每
名成员都要确定秋收秋种困难对象袁增强帮扶的针对性遥
截至目前袁 全镇 14支民兵秋收服务队共出义务工 1400
多人次袁帮助群众收割水稻 1800多亩遥

长荡镇

民兵志愿服务队忙“三秋”野陈冬啊袁民兵服务队帮助我家
收完稻子了袁你在部队就放心吧浴 冶
10月 29日袁 合德镇运棉村军属李
春香激动地给在远在新疆某部队服
役的儿子打电话袁 让他不用惦记家
里收稻子的事情遥

李春香的儿子叫陈冬袁 前年大
学毕业后应征入伍袁 在新疆某野战
部队服役遥 陈冬的父亲前几年因病
去世袁家里缺少劳动力遥 入伍前袁陈
冬每年都要利用国庆假期帮家里收
割水稻袁 收完后正好回校上学遥 今
年袁李春香家种植了 5亩水稻袁经过
一年辛勤劳作袁水稻丰收在望遥前不

久袁李春香突然患了肺炎住院袁想着
田里待收的水稻袁 病床上的老人焦
急万分遥

她得知情况后袁 该村的民兵服
务队来到他家袁 发现李春香家的田
地分散尧地块较小袁不利于收割机收
割袁 于是便集中人力进行收割尧脱
粒尧摊晒袁不到 5天便颗粒归仓遥 痊
愈出院的李春香看到自家晾谷场上
堆放的用塑料布盖得严严实实的稻
子袁乐得合不拢嘴遥

野军属家庭为国奉献袁 劳力不
足袁我们必须帮他们抢收庄稼遥 冶该
镇人武部负责人介绍袁 为确保该镇

军属家的水稻野颗粒归仓冶袁该镇人
武部在各村居渊社区冤成立了民兵服
务队袁 利用人力和大机械为军属抢
收水稻遥目前袁该镇民兵服务队发展
到 25支袁收割水稻达 6000多亩遥

秋收期间袁 该镇民兵服务队活
跃田间地头袁帮助军属尧特困户尧残
疾人家庭尧孤寡老人搞好秋收袁被群
众称为野丰收轻骑兵冶遥

丰收轻骑兵
本报记者 杨向东

2012年 8月袁我任临海镇人武干事袁一干
就是 7个年头遥 刚到人武部时袁 我深刻体会到
野隔行如隔山冶的道理遥有人劝我袁武装工作只要
守住摊子尧应付日常工作袁干得野差不多冶就行
了遥

既然组织上把我放在这个岗位袁 我就要干
出一点成绩来袁决不能在这里混日子遥对此我暗
下决心院一定要立足岗位袁干出成绩遥于是袁我像
野新兵冶一样从头开始学袁面对各种任务袁我牢记
报到时镇党委领导的叮嘱院 要像小学生那样认
真学习袁 更像高中生那样刻苦钻研遥 通过干中
学尧学中干袁我渐渐地从野门外汉冶变成了野内行
人冶遥

民兵整组是年度工作的野重头戏冶遥 我积极
参加上级军事机关召开的民兵整组工作会议袁
在第一时间内就向镇人武部部长汇报袁 并表态
一定完成任务遥 在部长的带领下袁 我严把入口
关袁坚持野好中选优袁优中选优冶的工作思路袁将
年龄大尧素质低尧不守纪的民兵及时调整出队袁
使民兵队伍由野虚冶变野实冶袁由野弱冶变野强冶遥

近年来袁 镇人武部先后被上级军事机关表
彰为民兵整组工作先进单位袁 本人也多次被县

人武部表彰为基层武装工作先进个人遥
一季征兵尧四季准备遥 为征集高素质兵员袁我和镇人武部部

长深入基层一线袁 将整理好的入伍优惠政策发到适龄青年及家
长手中袁耐心解读征兵政策和规定袁帮助适龄青年及家长算好政
治尧经济尧成才野三笔账冶曰每当遇到逢集之时袁我们都要举行野征
兵宣传赶大集冶活动袁邀请优秀退役军人和本镇优秀现役军人代
表现身说法袁在全镇努力营造野一人参军尧全村骄傲尧全镇光荣冶
的浓厚氛围遥
今年 5月份袁 县人武部赋予临镇基层武装部规范化建设试

点任务袁镇党委负责人高度重视袁亲自到人武部现场办公解决相
关问题遥 我还赴大丰尧盐都等基层武装部参观学习袁通过学习兄
弟单位的经验做法袁很快有了初步思路遥回来后袁我加班加点尧迎
难而上袁无论从硬件还是从软件上袁我都一一作了统一规范遥 功
夫不负有心人遥在迎接上级军事机关的检查验收时袁我镇的基层
武装部规范化建设工作得到军分区首长的高度肯定遥

回首几年来的工作袁有汗水更有收获遥我作为新时代的一名
基层干部袁无论什么时候尧不管在何处袁都将不忘初心尧牢记使
命尧永远奋斗袁以实际行动在自己的岗位上干出不一样的精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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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观看大阅兵时，看到人民军队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过
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的检阅。在心生羡慕与崇拜的同时，也会
忍不住想，是什么让人民军队的地位如此尊崇，是什么让军徽在
我们心中如此闪耀？
当一百面英模单位的旗帜从荧幕上飘过，我突然想起班长

给我讲的一段“历史”。班长改革前也是某英模单位的一员，并曾
“有幸”执行过一次难忘的任务。那天凌晨，班长被紧急集合哨叫
醒，本以为是日常操练，没想到真的是紧急出动。背着背包登上
直升机后，才知道原来某地大地震，班长的老连队接上级命令，
被紧急抽调。班长说，直升机上，他的心情很复杂。因为听说这次
大地震人员伤亡很严重。班长说，军人始终有着一颗不畏险阻、
奉献生命的勇气与决心，所以担心和慌乱也只不过是一丝丝。他
没有想到，后面发生的，远比余震更令他难以接受……

班长到达任务地点后，把行李放下，立马奔赴“最前线”。班
长以为，他们的任务只不过是简单的搜救幸存者，或者开路修
桥、打通路道，或者与外界建立通信联络等。然而，任务远没有想
象的那般简单。仅仅是搜救幸存者，班长就几乎当场崩溃。班长
说，他们像流水线一样向外搬运伤员，没过多久他们就坚持不住
了。看着手上、肩上、怀中受伤严重的灾民，他们或许刚刚痛失亲
人，他们眼中充满绝望与无助。悲伤的情绪、负面的能量总是容
易互相感染。
班长讲，即使在专业的心理医生干预下，他的心理创伤也用

了一个多月才慢慢恢复。但过了这么久，回忆起执行任务的那段
经历，还是会难受。班长还讲，虽然痛苦，但他还是感觉很幸运。
因为他第一个搬运的伤者是名伤势很重的男孩，那个孩子满脸
血迹，在他怀中迷迷糊糊地、虚弱地用当地话叫了声“哥哥”。班
长说，那声“哥哥”令他感动，虽然班长知道那孩子叫的可能不是
他……
早已是和平年代，早已远离战乱，军人为何还如此受到尊

崇？因为他们授衔时，承诺甘愿为祖国付出一切；因为只要人民
需要，他们总会在第一时间出现；因为他们穿着军装，肩担重任；
即使有一天他们脱去军装，也依旧不会忘记自己对党和人民作
出的承诺。

军徽因何而明亮
仲新宇

野经观察袁海面上有薄雾袁能见度稍
差袁所涉范围未见异常遥值班员院张德阳遥冶
10月 28日一早袁 在大喇叭垦区堤闸管理
所高耸在海岸滩涂之上的野哨所冶里袁一位
敦实的穿着迷彩服的中年人紧盯着高倍
望远镜察看一番袁在值班记录上记下以上
内容遥他袁就是被人们誉为野初心不改守滩
头冶的共产党员尧退役军人张德阳遥

1991年底袁高中毕业的张德阳参军入
伍袁成为北京武警部队中的一员遥 在部队
训练中袁张德阳严格要求自己袁一招一式
不敢怠慢袁经常给自己野开小灶冶袁腿跑肿
了袁膀子磨破了袁他坚持不达标准不放过遥
新兵集训结束袁他获评野先进个人冶遥 在部
队袁张德阳多次主动要求参加上级部署的
各项任务遥 在北京远东运动会期间袁他克

服困难袁全力完成安全警卫和自愿服务任
务袁被评为野优秀士兵冶遥 1994年 10月袁他
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遥

1995年底袁 张德阳退役回到家乡袁因
其是城镇定量户口和水利职工子女袁被安
置到县水利局的一个下属单位要要要人烟
稀少尧环境艰苦的黄海滩头大喇叭垦区堤
闸管理所袁且一蹲就是 23年遥

23年前袁驻守在荒芜滩涂之中的大喇
叭垦区堤闸管理所袁承担着近 400平方公

里辖区的守堤看闸尧挡潮排涝重任遥 那里
不但位置偏僻尧难见人影袁而且一年四季尧
早晚中午温差较大袁 冬春时节海风不断袁
夏秋蚊虫扑面飞袁 所饮用的水既咸又涩袁
难已入口遥

面对堤内堤外所拥有的闲置荒芜土
地袁张德阳向所领导提出合理开发利用的
建议袁并得到采纳遥市场化对外招租袁唤醒
了沉睡中的水土资源袁给所里持续带来经
济效益遥 经过多年的发展壮大袁如今这里

竟成了全国最大规模尧最佳品质的蟹苗繁
殖育苗基地核心区遥

23年来袁 张德阳先后负责水政监察尧
财务尧哨所工作袁他干得岗岗出彩袁在职工
队伍中树立了好样子袁先后多次被县水利
局党委尧县级机关工委表彰为野优秀共产
党员冶尧野先进工作者冶遥

初心不改野守滩头冶袁张德阳将自己的
青春奉献在黄海之滨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诠释了共产党员尧 退役军人的使命与担
当遥

张德阳：初心不改“守滩头”
本报通讯员 郭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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