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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体是什么？”
“民兵的基本任务是什么？”每天一早，鼎城
区花岩溪镇基干民兵唐辉的手机上都会弹
出这样的微信消息，群里每日推送民兵政
治理论、工作动态，市、县、乡（镇）、村（社
区）四级民兵可随时接收交流。

这只是常德持续开展民兵学习宣讲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
的一个画面。自2017年5月，省军区党委
统一部署民兵学习宣讲活动以来，常德市

“民兵大学习、奋斗新时代”知识竞赛、“每
日习语”“民兵学习广角”“智慧党建”平台
中专门设置的“民兵学习”模块等创新手
段层出不穷，让基干民兵的理论学习从

“被动灌输”转为“主动吸收”，不仅武装了
民兵头脑，提纯了民兵信仰，也促进了民
兵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作用发挥。近
年来，常德民兵的政治热情和参训执勤动
力大大提高，涌现出一批训练“精兵”、扶
贫“尖兵”、创业“标兵”。

去年 5 月中旬，常德军分区策划制作
的民兵宣传片在城区车站、广场、影院、商
业街的LED大屏滚动播出，吸引了众多市
民驻足关注。“民兵是重要的国防力量之
一，重视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义不容辞。”常
德市委副书记、市国防教育委员会主任朱
水平认为，“开展民兵政治教育，不能靠军
事机关一家唱‘独角戏’，军地应共奏‘交
响乐’。”为此，市委、市政府联合军分区制
定下发《关于加强国防教育公益广告宣传
的通知》，市委宣传部提供活动场地和经
费。得益于民兵学习的良好机制，近年
来，常德市民兵理论学习氛围日渐浓厚。

“退役军人为党和国家作出了贡献，
理应受到尊重，关心退役军人就是关心现
役军人的未来。”常德军分区政治委员董
亮表示。2018 年 12 月，常德全城出动迎
接老兵返乡，市长接老兵回家、集体欢迎
座谈到家、就业服务到家、技能培训到家、
送光荣牌大家等“欢迎退役士兵回家”系

列活动，掀起一次市长接兵、各界崇兵、企
业爱兵的热潮，让常德老兵红了眼眶、暖
了胸膛。而在全城迎老兵的 4 个月后，常
德市又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新时代拥军
优属工作的意见》，全文 17 条优待政策条
条对接军人的切实权益，字字体现拥军优
属的真情实意。文件一经发布便燃爆全
省，沸腾全国，点击量直破 3000 万，被全
民誉为“‘最牛’拥军文件”。

同时，去年10月，由市双拥办牵头，组
织对市直29个责任单位、各区县（市）贯彻
执行情况进行了全面自查。军人依法优
先已逐渐成为全社会共识，据统计，去年
累计为退役军人减免各项收费 300 多万
元，解决了 26 名现役军人子女就近入学，
为 9 名驻常部队官兵随军家属安置就业，
130余名退役士兵和随军家属自谋职业享
受到税收优惠，举办了13场退役士兵招聘
会，为 2000多名退役士兵、随军家属提供
了就业岗位，750 名退役士兵报名参加高
职扩招，随军未就业家属最低生活保障纳
入了绩效考核范畴，评选了50名最美退役
军人、10 名最美军嫂、10 个现役军人模范
家庭、100 名优秀民兵，大力营造“军人优
先、军属优待、军娃优学、军转优岗、军烈
优抚”的社会新风尚。

“我们要牢固树立‘抓武装是天职，不
抓武装是失职，抓不好武装是不称职’的
观念，切实当好第一书记、第一责任人，将
新时代党管武装工作的脚步越走越铿锵，
在全社会传递融合着‘常德味道’的拥军
情、爱国心。”周德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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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党对人

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新时代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

明确“必须全面贯彻党领导人民军队

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

常德，一座英雄之城。这片1.82

万平方公里的热土，凝聚起伟大的革

命精神与崇军尚武的浓厚氛围。

“国之大柄，莫重于兵。”随着国

防和军队改革的深入推进，如何开启

新时代国防动员事业新征程？常德

市军地各级围绕当地实际与长远发

展，重点攻克党管武装工作中的疑难

杂症，在新时代强军兴武征程上蹚开

了一条具有“沅澧特色”的新路子，逐

步形成了党委管武装、政府抓武装、

全社会关心支持武装工作的良好局

面。

“党员干部有没有将《国防动员法》吃
透？”“各级国防动员办公室如何杜绝‘挂
空职’情况的出现？”……这些问题在常德
市人大常委会国防动员执法检查组调研
日志上记上了厚厚一笔。

国防动员是国家统一调动的一项与
国防安全需要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
协调、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相衔接的战略
措施。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抓发展又抓武
装，强经济也强国防，离不开高质量统筹
协调。军地如何协调？规划情况是否与
实际脱轨？都是常德军地双方面临的一
次考验。

“国防教育不应粉饰太平，加强执法
检查是重中之重。想都是问题，干才是方
案，要把白纸黑字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
具体行动。”常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周德睿几经
思考得出结论。2018年初，常德市将《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执法检查列入
市人大常委会 2019 年工作要点，市人大
联合军分区组成 8 个检查组，集中 15 天
时间，深入 9 个县（区市）、5 个市
直管委会、46 个市国动委成员单
位、100 多个县级国动委成员单
位进行实地检查。每到一
处，执法检查组都一一查阅
台账、交流座谈、征求意见，
展开大范围调研检查，并结
合实际开具良方，整理出 7
方面共15条正言直谏，推动
国防动员建设，增强全民国
防观念。

在去年的征兵季，常德军地
开拓创新，不仅有政策宣讲、现场
报名，还有征兵形象大使宣讲、部
队军事课目表演、军事互动体验
活动以及女子民兵宣讲分队节目
表演等，可听可看可玩的征兵宣
传“嘉年华”。多样的展现形式点
燃了大学生们参军报国的热情，
大学毕业生和重点高校学生应征
报名比例较前年实现双增长，爱
国防、爱祖国的沁人芬芳飘散至
沅澧新生代心中。

“我现在马上将我的手机号码发给你们，
下午一起去一趟离职干部休养所，马上拿出电
线杆迁移办法。”去年 5 月 9 日上午，在常德市
政府主要领导调研军分区正规化建设现场办
公会上，国网市供电公司负责人当即表态。

去年 4月初，省军区正规化建设推进会议
后，军地第一时间学习领会、研判形势、联合部
署、联合统抓，梳理了各级正规化历史欠账。
而在常德军分区正规化建设的进程中，这样的
镜头不再鲜见。

“还记得几年前刚退伍回来，家人给我举
行的欢迎晚宴就是在戎苑酒店办的。现在，
我又以带兵人的身份重新在这里战斗，可以
说戎苑酒店见证了我的‘华丽’转身。”对于常

德市民兵训练基地民兵骨干陈灿而言，有关于
戎苑大酒店的记忆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

民兵调整改革任务下达后，常德军分区受
领全省民兵集中轮训试点任务，首先摆在眼前
的问题就是“训练场地在哪里”。为了加快推
进停偿服务进度，并力争做到边停偿边整改边
出效果，军地主要领导一致同意将当初的戎苑
大酒店停止经营，去“商”味、强“战”味，改建成
常德市民兵训练基地，把曾经“吃喝玩乐”娱乐
场变为“摸爬滚打”练兵场。说起来简单，做起
来谈何容易，资金补偿、人员安置、中止合同的
诸多难题摆在眼前。

驻常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领导小
组针对酒店的转化不断协调商讨。会上，面对
各种疑虑，常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国防动员
委员会主任曹立军的态度斩钉截铁：“没有政
策找政策，没有办法想办法。预算问题放到下
一年不要紧，眼皮底下不能光盯着经济那点
事，先办实事才最要紧！”一句话点醒与会各部
门负责人。最终拿出戎苑酒店申请破产的方
案，后续再向其补偿赔款。在多次审判中，常
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合法程序内申请快审、快
判、快决，将原本近半年的审结期限缩短至一
个多月，既为推进停止军队有偿服务工作争取
了时间，更为提升民兵队伍战斗力给予了有力
保障。

在军地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全市 2375 名
基干民兵在新改造的常德市民兵训练基地顺
利完成了当年试点轮训任务，此后，全省基干
民兵集中轮训试点观摩会在此举办，为全省树
立了样板和标杆。

以新理念谋划国防动员

以新样板展现实干担当

以新举措浓厚鱼水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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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18年常德市级领导过“军事日”活动。
②常德市“民兵大学习、奋斗新时代”民兵学习强国知识竞赛暨宣讲

故事会现场。
③常德全城出动迎接老兵返乡，市长接老兵回家、

集体欢迎座谈到家、就业服务到家、技能培训到家、送光
荣牌到家等“欢迎退役士兵回家”系列活动。

④常德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
员法》执法检查。

⑤“澧水-2019”民兵抗洪抢险跨区机动演练现场。
⑥2019 年常德市“追梦军旅、奋斗青春”征兵工作

启动仪式暨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现场，广大青年学生参
加征兵互动体验活动。

（本版图片由邹小兵、孙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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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作敢为

先行先试

常德德山山有德。走进

这里，“不忘历史，崇军尚武”

的旗帜正高高飘扬。一年来，

常德坚持党管武装根本原则

和基本制度，牢固树立“发展

和安全兼顾、兴武和强市统

一”的理念，切实做到政事军

事“一张图”筹划，平时战时

“一体化”建设，市场战场“一

盘棋”推进。

新时代强军兴武，创新和

活力必不可少。我们对标对

表，以新理念谋划国防动员，

可听可看可玩的征兵宣传“嘉

年华”，用青春活力点燃了大

学生们参军报国的热情。我

们敢作敢为，着力推进军分区

正规化建设，为推进停止军队

有偿服务工作争取了时间，为

提升民兵队伍战斗力给予了

有力保障，以新样板展现实干

担当。我们先行先试，让基干

民兵的理论学习从“被动灌

输”转为“主动吸收”，持续开展民兵学

习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被全民誉为“最牛”拥军文件

一经发布便燃爆全省、沸腾全国，一系

列新举措营造了浓厚的鱼水深情。

天道酬勤，日新月异。回望刚刚

走过的 2019 年，常德军地同心协力，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中增信

心、明思路、找对策，聚焦强军目标当

好“能打仗、打胜仗”的战斗队，围绕地

方发展需求当好抢险救灾的突击队、

精准扶贫的生力军、生态文明建设的

排头兵。一次次精彩的活动有的被央

视《新闻联播》播出、有的网络点击量

3700 多万，有的影响了政策制度改

革；一张张吸引眼球的成绩单“新鲜出

炉”；一支支“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

时应战”的力量“握指成拳”；一个个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

口号持续叫响，军人优先、军属优待、

军转优岗、军烈优抚等政策稳步落实，

“后路、后院、后代”问题得到妥善解

决，共同谱写了“爱我人民爱我军”的

新时代华彩乐章。

“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

行。”爱武装、抓武装、建武装是一项义

不容辞、责无旁贷的政治职责。在新

的一年里，我们将勠力同心，干在实

处、对表一流、奋发有为，切实凝聚起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促发展的磅

礴力量，奋力书写“强国梦”“强军梦”

的常德篇章。 （李兴刚 董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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