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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里双拥情桃花源里双拥情
——常德市创建双拥模范城工作纪实

徐虹雨

湖南常德，被誉为“桃花源里
的城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就是这座城市最美的推介词。

桃花源究竟在哪里，世人争
论了千年。其实，一个和谐、安康

的社会，便是人世间的桃花源。
在常德，在这座桃花源里的

城市，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双拥的动人
旋律，不断跳动出新的音符，正在
奏响一篇和谐、安康的新桃花源
记！

2019年4月4日，在中央电视台清
明节特别节目——《春天的思念》中，身
穿橄榄国防绿的姜微含着泪诉说：“现
在我已经是常德女子民兵队的一员，也
穿上了这身绿军装。爸爸，您看看我
吧。”一张黑白照片里，父亲正凝视着前
方的她。

父亲叫姜开斌，2018 年 8 月 20
日，为保护国家重点试验平台，63岁的
姜开斌被巨浪卷入海中，壮烈牺牲。被
习近平总书记誉为“时代楷模”。

2018 年 10 月，姜微加入常德武陵
女子民兵志愿宣讲队。她说：“参加宣
讲，讲述爸爸的故事，是我目前能为他
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常德武陵女子民兵志愿宣讲队，成
立于 2017 年，30 名队员以退役军人、
军嫂及军人子女为主。2019 年，志愿
宣讲队被评为“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
先进集体”。

市民讲堂、学校课堂，是他们宣讲
的主阵地之一。

一枚崇军、拥军的种子，正在常德
中小学校孩子们的心中萌芽。

常德学子纷纷报考飞行员，近3年
为部队输送飞行学员 77 名，常德市一
中的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成为国家培
养空军飞行学员的摇篮。

武陵区育才小学开展“巧手剪纸寄
初心，热爱国防赞辉煌”系列特色拥军
活动。2019年，120余名学生剪刻200
余幅拥军剪纸作品，荣登央视《新闻联
播》专题报道。

2019年初，常德中小学校开展“致
敬心中的英雄”书信征集活动。孩子们
纷纷提笔，写给心中的英雄。

武陵区工农小学的王思颖在给某
边防团政委胡晨刚的信中写道：“听说
你们的哨所地处号称‘生命禁区’的喀
喇昆仑山上，就是那个海拔特别高、条
件特别苦、特别让人崇敬和牵挂的神仙
湾哨所……”

信寄出4个月后，王思颖收到辗转
万里的回信：“这里的氧气含量不足平

原的 45%，紫外线强度是平原的 4 倍，
全年8级以上大风天气200多天，在这
里巡逻，相当于你们背着 50 斤重的书
包走路……”

一封回信把军人的身影映照到了
学校的课堂上，缩短的是心与心的距
离，拉长的是新时代军民鱼水情深。

如今，武陵女子民兵志愿宣讲队已
走进上百个村寨与社区，服务 20 多所
学校。

与这支由“铿锵玫瑰”组成的宣讲
队遥相呼应的，还有建于海拔 1200 多
米的薛家村“王新法民兵突击排”，有建
于洞庭湖畔的民兵志愿服务队，有建于
桃花源里的“退役军人先锋队”……他
们是红色宣讲舞台上的民间力量。

在红色宣讲舞台上，还活跃着一群
优秀退役军人宣讲员。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田工，走进道德讲
堂，宣讲雷锋精神；全省新乡贤李元成，
走乡入户，宣讲科学致富；全国优秀退役
军人陈国丙走进企业，宣讲创业精神。

如今，常德特色宣讲活动成为一道
绚丽的常德风景。

听！桃花源里，全市30个“田工道
德讲堂”义务开讲，“远学雷锋，近学田
工”的声音传遍沅澧大地。

河洑山上，100名民兵骨干齐声诵
读习主席训令：“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的战斗精神，刻苦训练、科学训练
……”

沅澧湖畔，“若有战，召必回！”全市
近万名退役军人主动请缨，奋战在防控
疫情第一线，用行动续写军人的荣光。

大学礼堂，常德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周德睿带领驻常部队部分
官兵、优秀民兵党员等 1000 多名党员
重温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
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
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在常德的山山水水间，响起庄严宣
誓的誓言。誓言声声回应，汇聚成常德
这座革命英雄之城、双拥模范之城的雄
伟壮歌！

常德，是一片红色的沃土，是一座
英雄的城市。目前，常德市有名有姓的
烈士就有6239人。

从常德这片热土走出去的人民子
弟兵，站起是一面猎猎的军旗，躺下是
一首壮烈的战歌！

仅 2019 年，常德籍官兵就有 12 人
荣立二等功，159人荣立三等功。

从常德走出去的刘磊便是优秀子
弟兵的代表。2015年9月，刘磊参军入
伍，成为苏州的一名消防兵。他先后参
加灭火战斗 500 余次，参加抢险救援
200余次，抢救遇险群众120余人。

最后一次救援发生在 2019 年 3 月
19 日。为救一名落水女子，刘磊毫不
犹豫地跳入水里。女子获救，他却没入
湍急的水中……

2019 年 3 月 24 日，22 岁的烈士刘
磊“回家”，长眠在家乡烈士陵园。

与刘磊的墓碑相隔 10 米左右，是
烈士王强的墓碑。

王强2012年参军入伍，成为重庆市
的一名消防兵，成为家里的第三代军
人。就在距离退伍仅一个多月的时间，
在一次抗洪救援中，他献出19岁的宝贵
生命。公安部、政治部授予他烈士称号。

驻守在常德的人民子弟兵、民兵，
同样恪守着常德这片红色沃土的基因，
守护常德这座美丽的城市。

在抗洪抢险一线、在扑灭熊熊山火
现场、在扶贫攻坚战役中，处处都留下
他们的身影。

2016 年 8 月 10 日，强降雨突袭鼎
城区黄土店镇，两名独居老人被山洪围
困。鼎城区人武部迅速出动，用船桨砸
开房屋，将老人平安救出。

2017 年 2 月 28 日，石门县二都乡
突发森林山火，武警常德支队官兵闻令

而动，经过 9 个小时的连续奋战，终于
成功控制火势。

2018 年，常德军分区走进石门县
雁池乡，修建一座桥梁，硬化道路 8 公
里，高标准改造农田 200 亩，旱改水工
程 74 亩，帮扶 135 户 447 人脱贫致富。
2019 年 1 月 21 日，石门县雁池乡竹儿
垭村支部书记覃业逊等一行，带着感谢
信和锦旗专程来到常德军分区。

2019 年 7 月 18 日，常德市城区遭
遇暴雨袭击，一辆幼儿园校车被困水
中，消防救援人员与交警一起搭建“人
桥”，将22位幼童转移至安全地带。

2020 年 1 月，新冠肺炎疫情突袭，
市委、市政府、常德军分区向全市广大
民兵发出“参加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动员令。全市 327 个民兵党支部、近 3
万名民兵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常德
军分区、市双拥办结对帮扶驰援湖北的
医护人员及常德籍官兵家庭，为“最美
逆行者”保驾护航。“双联双产”助力企
业复工复产、军属春耕生产，在常德汇
聚起战“疫”的强大力量。

“在常德，哪里有急难险重，哪里就
有我们子弟兵的身影。我们将一如既
往支持部队建设，做好坚强后盾。”常德
市委副书记、市长曹立军感慨地说。

这 4 年，驻常部队、常德市消防救
援支队累计出动3500人次、民兵1.2万
人次参与抢险救灾、维护社会稳定，奋
战在220余次火灾现场。

这4年，驻常部队共联系扶贫点37
个，投入资金 526 万元，协调资金 3500
多万元，脱贫15个村792户3625人；累
计资助学生 350 人，义务献血 50 多万
毫升；帮助 600 多名退役军人创办企
业，带动8000多名退役军人、近4万群
众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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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常德民兵

积极开展双联双产
活动，助力企业复

产复工、军属春
耕生产。

2019 年 9
月，常德举办

“欢迎退役士
兵回家”活动。

2020 年 4 月 24
日，常德市首届拥
军联盟授牌仪式在
美丽的桃花源景区
隆重举行，最美双
拥代表获得表彰。

常德市2018年度新兵欢送现场。

双拥模范城，春日气象新。卜云 摄

“2019年，当你的青春搭乘参军报
国特殊列车，你的青春注定拥有不一样
的精彩。”2019 年 3月 26日，湖南常德
职业技术学院，征兵宣传正在举行。

现役军人、民兵来到现场，为前来
咨询的大学生赠送特制的青春列车票。

车票上写着：K2019 次参军报国
特殊列车，08 车 01 座，从携笔从戎到
献身国防。近千名学子报名积极入
伍，并在车票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那一张张签满姓名的车票，被誉
为史上“最青春的车票”。

2018年9月10日上午，常德市火车
站广场，新兵入伍欢送大会隆重举行。

常德军分区为每名新兵定制了
“壮行饭”。每个饭盒上贴着一张红色
字条，上面写着：“扣好军旅生涯第一
粒扣子，吃好军旅路上第一顿饭，迈好
军旅人生第一步。”

那 一 盒 盒 为 新 兵 送 行 的“ 壮 行
饭”，被誉为史上“最有分量的盒饭”。

2018 年 12 月 2 日，常德市火车
站。陈谚走出车站，迎接他的是上千
人的欢呼与掌声。他的身边是 50 名
拿着鲜花的小学生，是前来迎接他回
家的市领导和上千名群众。

在欢呼声中，他一回首，看见大屏
幕上写着“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
业”，这位在山地反恐部队出生入死 8
年、不轻易落泪的铁汉子，流下了热泪。

那一场接老兵回家仪式，被誉为
史上“最暖心的老兵欢迎仪式”。

2019年1月24日，宁夏雪枫特战旅
旅部，常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石门县人
民政府领导共同见证从常德走出的狙击
精英“神枪手”卓鹏立功颁奖盛典。

这次颁奖盛典，被誉为来自家乡
“最温馨的祝贺”。

2019 年 3 月 18 日开始，常德市分
2批组织 382名烈士亲属，千里迢迢远

赴广西那坡、靖西等地烈士陵园，祭奠
在那儿长眠了 40 年的对越自卫反击
战中牺牲的英烈们。

这次清明祭扫，被誉为史上“最泪
奔的缅怀”。

2019 年 3 月 26 日，市委、市政府、
军分区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
新时代拥军优属工作的意见》，推出

“拥军十七条”，字里行间凸显拥军情
意。文件一经发布便燃爆全省，沸腾
全国，点击量突破3000万。

今年，拥军文件再升级，公益性拥
军走向市场化拥军。4 月 24 日，湖南
省常德市首届拥军联盟授牌仪式在美
丽的桃花源隆重举行。来自金融、医
疗、通讯等行业的26家企业成立“拥军
服务联盟”，发布百余条优待举措，远
程服务现役军人和支援保障战斗力，
将军民鱼水情彰显得淋漓尽致。一项
项“硬核”优待举措被誉为“最靓丽的
拥军名片”。

常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周德睿在谈到双拥工作时充满深情地
说：“常德是座温暖的城市，我们始终带
着责任、带着感情大力开展双拥工作，
为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注入强大动能。”

一座崇军、爱军的城市，必定是优
秀军人的孕育沃土。常德就是这样的
城市。常德是全国兵源大市，有退伍
军人近 40万，现役军人家庭 1.1万户，
各类优抚对象7.8万人，平均每年给部
队输送新兵1500人左右。

一座军民融合、双拥共建的城市，
必定是退役军人的幸福家园。常德就
是这样的城市，她是全国双拥模范城
市，军人优先、军属优待、军娃优学、军
转优岗、军烈优抚成为社会新风尚。
2446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成为全
市退役军人最温暖的家，把双拥工作
进一步引向深入。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常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