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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点验展风采 使命光荣勇担当

东莞吹响民兵整组点验
“集结号”
本报讯 （记者 付碧强）6 月 17
日，2022 年东莞市基干民兵整组点验
大会召开。自此，东莞正式全面吹响
民兵整组点验
“集结号”
。
“我是中国民兵，我宣誓：服从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国家建设
……”
一时间，铮铮民兵誓词响彻莞邑
大地。当下，民兵整组点验工作正在
我市如火如荼开展。市委常委、东莞
军分区大校司令员卢建军强调，全体
民兵要进一步认清职责使命，练就过
硬本领，切实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之必胜，努力成为我市国防后备
力量建设的排头兵。

民兵整组点验正当时
随着声声呼点，民兵响亮答
“到”
，
声音高亢起伏，兵味十足。这样热血
一幕发生在东莞市国防教育训练基
地，数百名基干民兵身着戎装，进行了
宣誓。6 月 17 日，2022 年东莞市基干
民兵整组点验大会召开。
卢建军指出，近年来，东莞军分区
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在省军区党委和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高举旗帜铸忠诚，聚焦使命真备
战，深化改革促转型，强基固本抓基
层，守住底线保稳定，全面建设呈现稳

步发展的良好态势，各项工作取得了
长足进步。
卢建军强调，
全体基干民兵要自觉
抓好政治学习，积极参加军事训练，严
格正规日常管理，助力经济社会建设。
要以此次整组点验为契机，
进一步认清
职责使命，练就过硬本领，切实做到召
之即来、
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
努力成为
我市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排头兵。
民兵整组点验
“集结号”
吹响！
6 月 7 日，茶山镇举行 2022 年基
干民兵点验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强军思想，强调要以党在新时代的
强军目标为引领，切实扛起党管武装
政治责任，不断提升民兵建设整体质
量。会议回顾总结茶山镇 2021 年民
兵工作情况，部署 2022 年民兵工作，
表彰 2021 年武装工作先进单位和个
人，宣布 2022 年茶山镇基干民兵组队
命令，向基干民兵分队授队旗，宣读民
兵干部骨干任职命令并组织点名。
民兵整组点验，点出仪式感，强化
认同感。
茶山镇委书记、
镇人民武装部政治
教导员黄锦发表示，
要以党在新时代的
强军目标为引领，
切实扛起党管武装政
治责任，不断提升民兵建设整体质量，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砥砺训练热情高
民兵整组点验，激发训练热情。
6 月 14 日 谢 岗 镇 武 装 部 组 织 开 展
2022 年基干民兵点验大会后，随即开
展出入队训练。
进入 6 月，伴随气温升高的还有
东莞民兵的热度。实际上，早在 6 月
5 日，茶山镇就组织新入队民兵进行
集中入队训练，为打牢新入队民兵的
军事基础，增强组织纪律观念，提升凝
聚 力 和 战 斗 力 ，实 现 新 入 队 民 兵 由
“民”向“兵”的身份转变，进而打造一
支
“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
的
高素质队伍。开训动员后，茶山镇组
织全体新入队民兵进行了“民兵优良
传统和职能使命”
教育，增强了民兵的
光荣感和使命感。训练场上，教练员
严格落实训练计划，采取要领讲解，老
队员示范、小组练习等多种方式提升
教学效果。
参训队队员在指挥员的口令下，
一令一动，坚决服从命令。本次训练
以列队训练为主要课目，通过练习立
正、稍息、停止间转法、齐步等动作，有
效培养基干民兵队伍的正规化意识，
建
立良好的组织纪律观念和集体观念，
为
下一步军事训练打下坚实的基础。

■2022 年东莞市基干民兵整组点验大会举行

民兵新风采，
带来新活力

民兵新风采

硕士走进后备阵营，
“ 军迷”主动走向民兵队伍，铿锵玫瑰再披迷彩……一张张特色鲜明的“面
孔”，是一扇扇了解新时代东莞民兵队伍的“窗口”。学历高、专业强的优秀人才和退役军人等走进民
兵队伍，
确保建强后备力量
“铁拳头”，折射出东莞民兵整组质量呈现稳步上升趋势。
民兵新风采，带来新活力。即日起本刊将推出“民兵新风采”系列报道，展现东莞民兵勇立潮头的
时代担当，敬请垂注。
本报记者 付碧强/文

邓福海：

硕士走进后备阵营
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
也不会后悔。阔步迈入后备阵营，邓
福海的人生从此有了一抹迷彩色。
新时代改革强军实践中,越来越
多的高学历人才加入到民兵队伍，硕
士毕业的邓福海就是其中之一。他立
志在民兵方阵中发光发热，提供了力
所能及的智力支撑。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新时代，
东莞民兵队伍走向强大，高学历人才
至关重要。瞄准未来战场需求，如何
建强民兵新质力量，是摆在各级武装
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为广纳
良才，立足国际制造名城实际，石排镇
武装部主动作为，将目光转向民营企
业，加强与高新科技企业联系，发动高
学历人才加入民兵队伍。
“民兵征召开始啦!有志青年速来

报名！”今年上半年，一则通知在企业
群 里 流 传 ，瞬 间 吸 引 了 邓 福 海 的 眼
球。民兵，也是兵。他不想再错失时
机，随即主动报名应征。
原来，邓福海一直向往绿色军营，
期待成为其中一名。他说：
“当年读书
的时候，一时犹豫，后来硕士毕业，年
纪超过应征入伍的要求，未能参军入
伍。这是我心中的遗憾，所以看到民
兵征召信息后，我第一时间响应，一同
报名的有近 20 人。”
诸如邓福海这样的高学历人才踊
跃加入民兵队伍，是东莞推动民兵队
伍能力转型带来的新气象。近年来，
东莞充分发挥地方产业优势、资源优
势、科技优势，紧贴部队作战任务需
求，倾力打造与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相匹配的新型民兵队伍，着力提高民

兵遂行支援保障打赢能力。
“穿上迷彩，在训练场挥洒汗水，
磨砺意志，对我来说不是问题。”邓福
海期待，利用自己所学，在民兵队伍
中发光，在摔打磨砺中成长，在强军
征途上发光，力争成为一名新时代优
秀民兵。
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新时代民兵
队伍阔步在新征程上。

张国豪：

立志传承好红色基因
在东莞市首批红色民兵分队授旗
仪式现场，张国豪深有感触地说：
“将
赓续红色血脉，从中汲取奋进力量，加
强政治学习，听党指挥、听令而战，积
极参加训练，苦练本领，争创一流，树
好模范带头形象。”
张国豪是张苞民兵分队队长。他
自豪地告诉记者，
“张苞是我叔公。
”
张苞是东莞石龙西湖村人，1944
年参加东江纵队，1958 年转业到惠
东县港口镇任武装部长兼民兵连长，
1962 年 10 月 7 日，张苞带领民兵，全
歼在小星山登陆的台湾当局派遣的武
装特务，后因胸膛中弹，不幸壮烈牺
牲，首创新中国成立后民兵分队独立
作战取得全胜战例，1962 年 11 月 3 日
被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广东省军区追

认为革命烈士并记一等功，授予
“民兵
战斗英雄”
荣誉称号。
张国豪说，
“我们家族里有好几个长
辈都是当兵出身，
都以叔公张苞为荣。
”
英雄故事流传，激励后辈不断前
行。在 18 岁那一年，张国豪做了一个
参军报国的重要选择，
在部队服役期间
表现十分优秀，于 2014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先后获得
“嘉奖”
“优秀士兵”
“优
秀士官”
“三等功”
等荣誉。2015 年 12
月退出现役，有着五年军旅生涯的他，
随即加入石龙镇基干民兵队伍，
多次参
加基干民兵训练、轻舟分队骨干集训、
基干民兵共同基础科目比武等。
2021 年张国豪参加村“两委”干
部竞选，成功当选为西湖村党（工）委
委员，自担任
“两委”
干部以来，他始终

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认真完成上级交
办的各项任务。他说：
“希望在今后的
工作中，多关心特殊人群，多为群众办
实事，切实提高西湖村民的幸福感、获
得感、安全感。同时，将加强自身理论
学习和提高军事素质，更好地履行民
兵干部职责，为建设‘精致石龙、魅力
名镇’
做出应有贡献。
”

卢致均：

“军迷”主动走向民兵队伍
稍息、
立正、
齐步走……日前，
在东
莞市国防教育训练基地，
厚街镇新入队
民兵卢致均动作规范，
表现得如同一名
老兵，
短短5天内，
身上
“兵味”
渐浓。
“以前在学校军训，我就是排头
兵。”卢致均说。未能参军报国，曾是
他心中的一件憾事。
民兵，也是兵。如今，他主动要
求加入民兵队伍，终是圆梦迷彩。
4 月 23 日，是人民海军的生日。
每年这个时候的军营开放日，卢致均
都会去虎门，受邀走近“水兵摇篮”，
在部队官兵的带领下，先后参观了部
队新兵宿舍、军史馆、训练场、舰炮训
练场，了解军旅生活。
“家里伯父曾当过兵，父亲在公
安系统任职，使我一直向往军营。读

书期间，还报名应征过，人生一大梦
想是有机会投身国防事业，贡献自己
的一分力量。”卢致均说。他从小爱
好军事，在学校军训期间争当“排头
兵”，工作后也非常关注国防和军队
建设，有机会就去军营体验。
卢致均说：
“收到厚街镇武装部参加
民兵工作的号召，
我就知道这是一个机
会并积极报名参加，
很荣幸我加入民兵
队伍并成为一个民兵骨干，
对此我本人
感到非常光荣，
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
”
前不久，卢致均穿上迷彩，走进
东莞市国防教育训练基地，参加民兵
集训。训练场上，他苦练本领，积极
拥抱民兵生涯。
“ 从难从严从实际出
发练真功、练硬功、练实功；为平时服
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打下切实坚

固 的 基 础 ，为 厚 街 民 兵 事 业 贡 献 力
量。
”
卢致均说。
圆梦迷彩，使命光荣。展望新征
程，卢致均说，
“ 我将坚决不辜负民兵
组织的期望，在经济建设任务中发挥
民兵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在完成急
难险重任务中发挥突击作用，在完成
应急维稳任务中发挥卫士作用。
”

邓栋源：

退役即穿上民兵迷彩
“民兵骨干不是那么好当的。
”
一段时间过去，这句话依然令桥
头民兵邓栋源印象深刻，一直激励他
思索，
并身体力行，
当好民兵骨干。
2021年秋季，
邓栋源惜别战友，
卸
甲返乡，
在桥头镇邓屋村委会工作。
“五
年期士官，
获优秀士官称号，
作为班长
带领班级参加演习时获得神炮班称
号。
”
过硬的军事素养，
让他很快得到了
桥头镇武装部的关注，
让他有机会在基
层武装工作一线磨砺，
在民兵队伍中续
写军旅篇章，
激扬热血青春。
在村里，他鼓励适龄青年投身军
营，在征兵宣传期间现身说法，让入
伍青年参军入伍的意愿更强烈，使得
国防意识深入人心。
今年春季应征青年入伍时，由于
受疫情影响，东莞军分区要求各镇街
在镇里做好隔离与役前训练工作 。
邓栋源主动提出担任役前训练教练
员，每天早上 6 点起床带领双合格青

年训练，晚上 10 点准时睡觉，在隔离
区开展适应性的体能、队列、共同科
目训练。他说：
“通过 7 天封闭式的训
练，让应征青年们，丢掉了曾经的散
漫懒惰的社会青年形象，逐步向合格
的军人靠拢。双合格青年在入伍时
已经初步有了兵的模样。
”
在东莞市国防训练基地进行役前
训练时，邓栋源与入伍青年同训同吃
同住，时刻关注着应征青年的思想变
化，
随时做好思想引导，
经常跟应征青
年们谈心聊天，跟他们分享部队的工
作、训练、生活，让应征青年们能更加
有信心投入到部队的工作生活中去。
当民兵，
挺好的。年初，
与武装工
作结缘后，邓栋源加入了民兵队伍。
他说：
“穿上民兵迷彩，
感觉非常好，
能
帮助重拾在部队的热血和激情。
”
作为一名民兵骨干，邓栋源说，
他要起到带头示范作用，要艰苦训
练，继续练强本领，当好民兵“领头

雁”角色，在训练中严于律己，在生活
中联络彼此感情，用心用情增强凝聚
力、归属感。
民兵也要当“尖兵”！邓栋源说，
“即使退出现役，我依然是一个兵。
在民兵队伍中，我会继续树牢政治意
识、战备意识、尽责意识，增强自身的
国防观念、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在
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和应急抢险中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为桥头经济社会发
展、平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

袁伟华：

入列民兵新质力量
“镇里退役军人袁伟华钻研无人
机操控，
很有一套。
”
当常平镇武装部了解到这个信息
后，动员袁伟华加入该镇基干民兵队
伍时，
他二话没说就同意加入。
民兵新质力量，
袁伟华入列。
“让优
秀的人加入民兵，
让参加民兵的更加优
秀”
，
在这个队伍建设思想指导下，
常平
民兵队伍战斗力不断提升，
也涌现出许
多优秀的民兵，
袁伟华就是其中一员。
袁伟华是一名退役军人，2003
年至 2005 年在部队服役期间多次获
得
“优秀士兵”
“个人三等功”
等荣誉奖
项；
退役后先后就职于常平公安分局、
常平工程建设中心至今，但无论哪个

岗位，他都始终不忘军人本色，冲锋在
前，
勇于担当。
无论是 2020 年初，还是后面的几
波疫情，袁伟华都是第一时间申请加
入 抗 疫 志 愿 队 伍 ，投 身 疫 情 防 控 一
线。疫情中，他是秩序管理员，是搀扶
老人的好青年，是疫情巡查的检查员，
他积极发挥技术特长，帮助疫情封控
区用无人机侦测地形，为合理封控、科
学防控做了大量工作。近年来，他累
计参与防疫工作已超过 100 天，用实
际行动诠释了一名退役军人和共产党
员的责任和担当。
不忘军人本色，做新时代的好民
兵。为此，袁伟华还重温了军人誓词，

他说：
“加入基干民兵就是回到了队伍，
可以摸爬滚打了，
可以再次与队友们冲
锋陷阵了，要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更
好地服务群众、
回馈社会。
”
在立足本职
岗位的同时，他将刻苦训练，专研军事
专业技术，
做新时代的优秀民兵。

陈淑贞：

铿锵玫瑰再披迷彩
6 月 5 日，端午小长假。这一天，
时隔 8 年，陈淑贞穿上迷彩服，来到茶
山镇文化广场，参加新入队民兵集中
入队训练。
投身民兵，再续军旅梦。陈淑贞
再披戎装，
“ 青春的热血依旧沸腾”。
训练场上，烈日当头，磨砺着新入队
民兵。陈淑贞说，
“阳光很猛，很是考
验人的意志，令人不禁想起当年的军
旅生涯。
”
报名、体检、政审……一路过关,
陈淑贞积极响应祖国号召，于 2012
年 12 月成功入伍。挥别家乡，走出校
园，踏上征程，她的青春里从此有了
一抹靓丽的迷彩色。
“那一年，我 18 岁，当时正在东莞
城市学院读书，在军营两年后，重回
学校读书。
”
陈淑贞回忆道。
通信女兵报务员，是陈淑贞在伍
的身份标签。军营里的青春是一路路
整齐的队列，是一曲曲嘹亮的军歌。
于陈淑贞而言，
三尺机台上的滴答声，
就是伴她舞动青春的最美旋律。

当青春“撞”上了军营，逐梦的道
路便注定不会平凡。在东莞城市学
院内部刊物《城市学院报》上，
《咱们
的退伍兵》一文，有这样的表述：
“那
时候真的没想到两年都不能回家！”
每天早上 6 点准时起床，高密度的训
练持续到晚上 12 点才结束，中间休息
的时间极少，辛苦得连想家的时间都
没有。抱着棉被学鸭子走路，在大太
阳的猛晒下用棉被裹得严严实实地
在草地上翻滚；受罚的时候脚搭在一
米高的台上做俯卧撑，3 公里的考核
最后跑不动时班长便拉着跑完；50 个
人仅有 15 分钟的洗澡时间。但是，她
在给家人打电话时，却从来不提及这
些艰苦的经历……
谈起当兵两年的经历，陈淑贞最
不舍那身绿色的军装。
“ 军装对我来
说，就是一份责任的存在，让我时刻
谨记着自己曾是一名军人。
”
民兵也是兵，向战而战！从 6 月
5 日开始，一连三天，在列队训练中，
陈淑贞找回了“兵”味。她说：
“ 我目

前在超朗村委会工作，村里非常支持
我加入民兵队伍，
参加民兵训练。
”
民兵训练，
训出好作风、练出战斗
力。训练中，
参训民兵统一着装，
精神
抖擞，动作整齐划一。陈淑贞说：
“退
役后，
再次穿上迷彩服，
倍感珍惜。将
积极参加训练，在实训中，锻炼身体，
磨砺意志，
增强本领，
提升遂行任务能
力，
争做东莞新时代优秀民兵。
”
一身戎装，又美又飒。6 月 7 日
下午，陈淑贞参加茶山镇 2022 年基
干民兵点验大会。展望新征程，新时
代东莞女民兵别样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