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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付碧强）6月17
日，东莞市首批红色民兵分队授旗仪式
举行，9支红色民兵分队正式亮相。市
委常委、东莞军分区大校司令员卢建
军，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乔雷，东莞军
分区有关领导同志等出席会议。

旌旗猎猎，誓言铿锵。授旗仪式
现场，我市首批9支红色民兵分队集
体亮相。它们分别是：张苞民兵分队、
郭金木民兵分队、宋天生民兵分队、沙
田民兵先锋队、将军山民兵分队、大岭
山民兵分队、蔡子培民兵分队、黄友民
兵分队、袁聘就民兵分队。

赓续红色血脉，传承英雄精神。
卢建军指出，东莞充分发挥红色资源
优势，在全市培育打造了首批9支红
色民兵分队，所在镇街要坚持瞄准政
治更红、武艺更精、作风更好的目标抓
好红色民兵分队各方面建设。同时将
培育打造红色民兵分队作为加强党管
武装的基础工作，作为落实民兵建设

“十四五”规划任务的重要内容，认真
筹划推进。

卢建军强调，培育打造红色民兵
分队是今年民兵工作的重点，下一步

相关镇街要各自举行红色民兵分队授
旗仪式，加强民兵队伍建设，争取打造

民兵分队标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奋
力推进我市民兵建设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付碧强）“2016
年，挥别军营，退役归乡即加入石排
镇民兵队伍。当时没想到当民兵还
能享受这样的政治待遇，如今我已经
是一名党员。”黄慧琪说。

发生在黄慧琪身上的变化，不是
个例。目前，石排镇民兵发展党员2
名，确定入党积极分子6名。数据直
观折射这样的一个可喜现象：在石排
镇，民兵入党有了直通车。

近年来，东莞军分区对民兵队伍
的党建工作要求和标准不断提高。
石排镇武装部坚决落实上级工作要
求，积极探索把民兵发展党员单列安
排真正“落到实处”。

单列安排，全市“推荐”

在基层广阔天地中，武装工作鲜
活经验不断涌现。日前，东莞各人民
武装部收到一则来自东莞军分区的
通知，将“石排答卷”广而告之，供大
家参考。

如何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
作用，建强民兵队伍？面对这个问
题，石排给出答案：坚持把民兵发展
党员单列安排真正“落到实处”。据
悉，2019年起，石排镇制定民兵队伍
发展党员实行单列安排的一揽子举
措，明确：从民兵队伍中发展党员对
象的推荐和积极分子的确定由镇武

装部负责，后续培养、考察和发展入
党由所在工作单位党组织负责，发展
比例不占用其工作单位年度党员发
展指标；由民兵队伍发展培养出来的
党员，明确无特殊情况不退出民兵组
织。目前，石排镇民兵发展党员 2
名，确定入党积极分子6名，民兵党
员队伍进一步壮大，有力激发了非党
员民兵入党积极性，带动了民兵队伍
工作训练热情。

石排镇武装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经掌握，石排镇80%的非党员基干民
兵均表现出强烈的入党意愿，加入民
兵队伍的热情持续高涨。近年来，东
莞军分区对民兵队伍的党建工作要求
和标准不断提高，主要体现在民兵预
建党组织建设和工作逐步正规规范，
民兵队伍党员比例必须达到规定要求
这两个方面，该镇2021年利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系列活动
开展有利契机，争取2名党员发展指
标用于民兵队伍发展党员。

定向发展，激发参训热情

石排镇武装部门同该镇党建办
共同研究协商，确定年度民兵队伍党
员发展方式、流程、比例，制定发展规
程，形成制度，将在民兵队伍中发展
党员纳入政府年度党员发展计划，逐
步提升民兵队伍党员比例。

单列指标，直接推优，定向发
展。石排镇武装系统党支部负责民
兵队伍中发展党员的培养、考评及推
荐工作，依托发展对象所在工作单位
党支部进行发展，不占用（村、社区）
及民兵工作单位年度党员发展指
标。由民兵队伍发展培养出来的党
员，未超出民兵组织年龄要求之前，
无特殊情况不得退出民兵组织。

发展民兵党员有了直通车，激发
参训热情。

石排镇武装系统支部充分利用
在民兵队伍中发展党员契机，搞好政
策宣传，加强舆论引导，选拔优秀青
年加入民兵队伍，同时结合年度工
作严格按照党员发展培养考察机
制，利用民兵日常训练、重要活动、
完成重大任务等时机建立个人表现
档案，形成表率效应和激励机制，进
一步提升民兵工作积极性，促进民兵
队伍健康发展。

入党就意味着多了一份责任。
“发展民兵党员更能调动民兵的凝聚
力、积极性、主动性；能提高民兵政治
觉悟、组织纪律、做好带头作用；能激
发民兵入队参训的热情，争当优秀民
兵，积极向党组织靠拢。”黄慧琪说。
她将时时刻刻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在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

本报讯（记者 付碧强）近日，中
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党委印发《关于深
入开展向张连印同志学习活动的决
定》，“时代楷模”张连印的先进事迹
又一次在东莞国防动员系统产生强
烈反响，掀起学习时代楷模新热潮。

连日来，寮步、塘厦、樟木头、望
牛墩、麻涌等镇武装部陆续开展向张
连印同志学习活动。广大专武干部
和民兵纷纷表示，以“时代楷模”为榜
样，扎根基层、甘于奉献，踔厉奋发、
笃行不怠，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把学
习热情转化为干好基层武装工作的
强大动力。

“时代楷模”引路

5月20日，寮步镇武装部组织专
武干部、基干民兵集中收看《时代楷
模》专题纪录片，学习“时代楷模”张
连印同志先进事迹。寮步镇委副书
记、武装部部长李进强表示，张连印
同志是初心使命的坚守者，是新时代
革命军人的模范榜样。要把学习张
连印同志先进事迹转化为干事创业
的强大动力，锤炼过硬作风，主动担
当作为，为东莞国防动员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

戎马一生坚守初心，为民筑牢
“绿色长城”。5月23日，塘厦镇武装

部组织基干民兵开展深入学习“时代
楷模”张连印同志先进事迹活动。
现场民兵纷纷表示，张连印老将军
从军报国四十载，退伍造林十八年，
充分展现了革命军人“敢于斗争、敢
于胜利”的血性，领导干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风采，要以“时代楷
模”为榜样，认真学习老将军不负韶
华、不辱使命的拼搏底色，把使命扛
在肩。

两日后，在望牛墩，该镇武装部
组织各村（社区）民兵连长集中收听
收看张连印同志先进事迹。观看结
束后，望牛墩武装部负责人陈国强带
领各村（社区）民兵连长集中学习了
张连印同志主要事迹材料，他表示，
希望各村（社区）民兵连长要向张连
印同志看齐，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
定理想信念，听党话，跟党走，担负起
民兵连长的职责和使命。

用实际行动致敬

“我要向老英雄致敬，向时代楷
模学习，不忘初心跟党走，持之以恒、
坚持不懈，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
用的人。”麻涌镇民兵党员曾杰钊
说。5月24日，麻涌镇武装部组织
30名基干民兵开展向张连印同志学
习活动。

学习榜样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近日，樟木头镇武装部组织正在集训
的民兵们深入学习张连印的先进事
迹，并组织大家进行了专题讨论，引
导大家感悟榜样力量、查找差距不
足、明晰努力方向，大力营造崇尚先
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

利用民兵集训间隙，樟木头镇专
武干部何俊其组织民兵们原原本本
学习张连印同志先进事迹材料，并就

“如何立足本职岗位建功立业”为题
进行分组讨论交流，让大家话感悟、
谈收获、讲差距、明方向，从学习张连
印的先进事迹中汲取催人奋进的力
量，激发参训热情，提高履职动力。

民兵排长任星烨表示，深深被张
连印同志身上特有的勇气和毅力所
震撼，他在不同战场，践行着同一个
初心。作为民兵的一员，要向张连印
同志看齐，始终坚定信仰和信念，听
党话，跟党走，担负起新时代民兵的
职责和使命。

典型就是旗帜，灯塔就是指引。
张连印的先进事迹感染着正在集训
的民兵们。他们把学习张连印的先
进事迹转化为训练动力。民兵们纷
纷表示，一定要好好训练，争当训练
场上的标兵，用实际行动向“绿化将
军”致敬。

东莞打造首批9支红色民兵分队
赓续红色血脉，传承英雄精神

1944年7月，为掩护主力撤退，以
凤岗籍战士黄友为代表的“东纵五少
年”，浴血阻击数十倍于己的日军，全部
壮烈牺牲，均不到20岁。东纵将黄友带
领的“小鬼班”永远定名“黄友班”、中央
军委追认黄友同志为广东人民抗日游
击队战斗英雄、中共模范党员。

张苞，1962年10月7日，张苞带领
民兵，全歼在小星山登陆的武装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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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金木，东莞虎门新湾的一名民
兵。1943年，13岁的郭金木被日军抓
壮丁修工事，偶然发现日军在珠江口
水域埋设许多电缆。1949年后，成为

一名民兵的他将此事上报，立下大功，
从而作为东莞的代表前往北京参加
1960年全国民兵代表大会。

宋天生，1944年担任杨西乡抗日
民主政府的民兵大队长。一鼓作气攻
入横岗，把伪联防队打得四散逃窜，受
到上级通令表扬。

……
6月17日，一个个闪亮的名字，一支

支英雄的队伍正式向我们走来，激励全
体民兵赓续红色血脉，传承英雄精神。

对英雄最崇高的致敬，就是赓续
血脉、弘扬精神、传承基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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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旗仪式
现场，火红的旗帜在民兵代表的挥舞
中飘扬，全体民兵庄严宣誓将忠于职
守、刻苦训练、随时响应国家号令，坚
决完成各项任务。

相关链接

一面面火红的旗帜催人奋进

国防教育在校园
系列报道

国防教育在校园 厚植爱国强军根基
小学国防教育作为国民培

根铸魂的基础性教育，对培养祖
国未来强国、强军人才具有奠基
性作用。继走进沙田实验中学
等4所学校后，近日，记者来到
松山湖实验小学和茶山镇中心
小学，探访两所小学开展新时代
国防教育的创新实践：追光守护
国旗，赓续红色血脉，创新推动
国防教育落实，争创国防教育示
范学校，厚植爱国强军根基。

本报记者 付碧强/文

塘厦、东坑
开展国防教育活动

三等功臣走进学校，开展新时
代青少年国防教育。近日，东坑开
展国防教育进校园宣讲活动，塘厦
镇武装部开展“青少年投身国防，
强国复兴有我”国防教育主题活
动，点燃莘莘学子强国强军梦。

东坑镇结合少先队员离队入
团仪式，邀请三等功臣黄成就，走
进松山湖教育集团东坑中学，为48
名新团员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国
防教育课。在威严肃穆的正坑十
八烈士纪念碑前，老兵黄成就以

“回首从军的岁月，青春无悔保国
防”为主题讲述他在南疆保卫战中
的经历，让青年团员深入了解国防
的概念和重大意义，深入诠释“清
澈的爱，只为中国”的青春赞歌。

国防教育永远没有下课铃。
聚焦高中应届毕业生，塘厦镇武装
部开展“青少年投身国防，强国复
兴有我”国防教育主题活动，激发
他们爱国拥军热情，点燃强国强军
梦，营造热爱国防、关心国防、支持
国防的浓厚氛围。

现场，塘厦镇武装部相关负责
人讲述十大英模事迹，强调“青少
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
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须以
立德树人为目标，以爱国主义为主
旋律，以国防知识和军事训练为重
点，以国防教育训练基地为依托，
顺应青少年学生身心发展的客观
规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断增
强青少年国防教育的针对性有效
性。

松山湖实验小学
追光守护国旗，爱国教育润童心

迈着整齐的步伐，伴着铿锵的口
号，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
红旗冉冉升起。在松山湖实验小学，
这一幅激动人心的场景每周一清晨
都会准时“上演”，令师生心潮澎湃。

红色基因，金色童年。瞄准“争
创国防教育示范学校”，松山湖实验
小学笃行不怠，踔厉奋发，坚持“以国
防教育活动为重要载体，夯实爱国教
育”的理念，以国旗护卫队为特色，通
过开展系列国防教育活动，在学生心
中种下爱党爱国爱军的种子。

在松山湖实验小学，不仅只有
“日日晨诵，与书香为伴”，还有一抹
迷彩留心间。他们身着三军礼服，脚
踏马靴，手握钢枪，迈着整齐划一的步
伐，走向升旗台，让国旗准时升起，迎
风飘扬。松山湖实验小学国旗护卫队
已成为校园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追光守护国旗，国防教育润童
心。松山湖实验小学国旗护卫队于
2019年成立，次年应邀参加松山湖
青少年运动会，承接运动会升旗任

务；2021年，到松山湖中心区艺鸣幼
儿园做展示交流活动……

松山湖实验小学国防教育工作小
组主任刘益金说：“立足学校实际，我
们逐步探索形成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
心，以国旗护卫队为特色，以环境建
设为基础，以学科融合为手段，以课
堂渗透为阵地，其间开展形式多样的
国防教育活动，有主题班会专题国防
教育报告，班报、征文、广播等，深入
进行伟大的民族精神、国防责任义务
和双拥光荣传统教育，引导学生增强
国防观念，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从守护国旗开始，在每一位松山
湖实验小学学生心中埋下一颗颗红
色种子。开学即军训，站最挺拔军
姿，成最飒少年。松山湖实验小学自
建校以来，坚持开展学生军训活动，
以达到磨炼顽强意志，铸就强健体
魄，增强国防观念，培养家国情怀
的目的。和以往不同的是，由于疫情
原因，此次军训由松山湖实验小学国
旗护卫队教官和该校体育科组教师
一同组织训练。

刘益金介绍，每学年开展“争做
国旗护卫好少年”暨国旗护卫队选拔

活动。老兵进校园，双拥共建进校
园，国防教育扬正气。松山湖实验小
学加强校和部队的密切联系，扎实开
展共建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学校精神
文明建设。

松山湖实验小学对共建单位的
子女优先考虑，在减免学费等方面尽
量给予照顾，解决部队、军属的后顾
之忧，学校对随军家属就业安置问题
也尽力关心帮忙，在思想品德教育中
也要求学生帮助社区军属，增强学生
双拥参与意识，密切军民之间鱼水情
谊，弘扬爱国拥军传统。

茶山镇中心小学
从老战士到小民兵，光荣传

统后继有人

“母亲因为坚决作了反满抗日的
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
……”去年，茶山镇中心小学经典诵
读节目《永不磨灭的誓言》，登陆广东
少儿频道，满腔热情演绎赵一曼等烈
士的故事。

革命烈士，不甘沉沦，奋起保家
卫国。在近百年历史中，茶山镇中心
小学也涌现出一批批为民族解放和

国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英雄。
从老战士到小民兵，茶山镇中心

小学赓续红色血脉，创新推动国防教
育落实，以“人人都是小民兵”为办学
特色，争创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

走出校园，参军报国，在茶山镇
中心小学是一种传统。从1929年建
校开始，走过九十多年风雨，茶山镇
中心小学涌现出一批批为民族解放
和国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英雄，抗
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东江纵队队员
林棠，参加淮海战役的袁旭，参加抗
美援朝的钟统，参加援越抗美的李炯
贤，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一等功臣
袁浩祥，参加铁道兵、亲历珍宝岛事
件立功的骆旭根、骆炳根等。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
时代，保家卫国的精神已成为东莞市
茶山镇中心小学重要的精神图谱和
血脉基因。

保家卫国，永不磨灭。在茶山镇
中心小学，朗诵作品《永不磨灭的誓言》
一遍遍上演。作品以赵一曼、陈然、江
姐等革命烈士为主线回忆了一批热血
青年不甘沉沦，奋起保家卫国，以求得
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英勇悲壮。

少年当立凌云志，报效祖国会有
时。2021年3月，茶山镇有10名青
年肩负茶山人民的期望奔赴军营，履
行保家卫国的使命。这10名应征入
伍青年中，有2名是茶山镇中心小学
的校友。

荣誉的背后是学校创新开展国防
教育的探索。2019年9月，茶山镇中
心小学成立“茶菁国防社”社团。数年
来，该社团以“加强国防教育，弘扬爱
国精神”在校举办了国防知识讲座活
动、国防教育知识竞赛、国防知识科技
大赛等与国防相关的一系列活动，创
作了《永不磨灭的誓言》这样的精品。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成为军人，
但在茶山镇中心小学，每个孩子都能
成为“小民兵”。

“人人都是小民兵”是茶山镇中
心小学办学特色，与该镇武装部民兵
力量建立联动机制，创新推动国防教
育落实，建立校内外6个国防教育实
践基地，形成了独具学校特色的国防
教育工作模式。

从老战士到小民兵，茶山镇中心
小学开展国防教育一直在路上，光荣
传统后继有人。

相关链接

单列安排！石排镇民兵入党有了直通车 学习榜样精神 汲取奋进力量
东莞多镇武装部开展向张连印同志学习活动

■松山湖实验小学军训汇报表演 ■茶山镇中心小学军训

■东莞市首批红色民兵分队授旗仪式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