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粽香飘军营！
是
“兵妈妈”又来了
万水千山，
“粽”
是情。
端午佳节临近，5 月 27 日上午，一
辆蓝色卡车沿着黄江镇拥军二路行
进，在烟雨朦胧中驶入营区。
战士们知道，
“ 兵妈妈”黄莲开又
来了。
不止佳节，几乎一年 365 天，与营
区为邻的黄莲开，总是会出现，聊聊家
常，帮战士搽药酒，为新兵过生日，给
退伍老兵赠送保温杯，中秋节为官兵
送月饼、春节向官兵派“利是”……26
年如一日，她将爱洒在绿色军营，激起
“双拥”
潮。
“黄阿姨”
“黄阿姨”
“黄阿姨”……
一声声问好在营区此起彼伏。在战士
们的热情招呼下，黄莲开照常和战士
们聊起天来。一名战士说：
“我在东莞
10 年，是黄阿姨十年如一日践行双拥
情怀的见证者，营区的一草一木都为

她的事迹感动。”
看着一箱箱粽子从卡车上搬下
来 ，黄 莲 开 的 脸 上 洋 溢 着 灿 烂 的 笑
容。她说：
“ 战士们是钢铁卫士，也是
一个个普通人。他们在 18 岁左右，就
扎根军营，既可爱，又辛苦。我希望他
们能感受更多暖意。
”
26 年，新兵一茬又一茬地来，老兵
一波又一波地走。
9000 多个日夜，黄莲开“一天两
天无数天”坚持拥军，从一名“兵妈妈”
成了“兵奶奶”，是社会化拥军的一个
传奇。
在莞邑大地上流传着这样一个个
故事：在宝山部队的信息化建设中，她
陆续购进 3 万余册图书，提供价值 10
多万元的器材和 2 万元工程款，还为
全团每个连队赠送了一套笔记本电脑
和数码投影仪；看到官兵们邮寄包裹、

东莞积极开展走访慰问
军属、送喜报、送温暖等活动

取钱汇款、购买生活用品很不方便，就
将这些活一股脑揽下来；走进营房，手
把手教新兵洗衣服，帮他们缝衣服；知
道官兵们训练容易患风湿，常年泡几
大缸药酒，免费供应部队，由于每次帮
战士们求医问药大家都硬要给钱，定
下一个“一元钱”的规矩，每个人，无论
钱数多少，每次就只收一元钱，
“ 一元
钱药箱”从此被传为佳话……不仅如
此，她还为官兵们当起红娘，帮助过许
多优秀的兵哥哥寻觅到了另一半。
一桩桩，一件件，26 年来，黄莲开
拥军优属的事迹不胜枚举，无数人为
之感动。一位战士这样写道：
“感谢您
前 段 时 间 ，为 我 的 脚 伤 忙 碌 了 那 么
久。黄阿姨！我们每天都这样叫您，
不知道您心里怎么想的，其实您在我
们心里不只是阿姨那么简单，您更似
一位慈祥和蔼的母亲。
”

在东莞这片双拥热土上，黄莲开
是社会化拥军的一面旗帜。从一个人
到一群人，她凝聚起民间磅礴的爱国
拥军力量。
在黄莲开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
个人和集体参与到拥军事业中，走进
部队开展了各式各样的军民共建活
动。粽香飘军营，浓浓鱼水情。这次
和她一起进军营就有爱心企业的力
量，在全社会营造爱国拥军、尊崇军人
的浓厚氛围。
从一代人到下一代人，让拥军优
良传统永远传承下去。黄莲开说：
“我
的儿子在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工作，女
儿在现役部队，都是为强军事业做贡
献。现在，我还打算带孙女进军营一
起包饺子，让爱国拥军的种子早早地
种在她心中。
” 本报记者 付碧强/文

“拥军优属”助燃参军热情

当下，
秋季征兵全面启动，征兵号角再次在莞邑大地上响起。
开展新兵跟踪教育，走访慰问今年上半年入伍新兵家属；开展
立功送喜报活动，为现役军人子女送暖心惊喜……连日来，东莞积
极开展“拥军优属”活动，
“光荣之家”真切感受到温暖，将有力地助
推征兵工作顺利开展。
本报记者 付碧强/文

“光荣之家”真切感受温暖
建功报国在军营，立功喜报送家
中。6 月 14 日，石排镇人民武装部联
合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水贝村委会为
水贝村荣立三等功的现役军人刘存乐
家中送去了喜报和慰问金，把党和政
府的关怀、温暖送到军属家中。
送喜报到家，是石排镇在全社会
营造热爱国防、敬重军人、优待军属的
浓厚氛围，切实增强军人、军属的获得
感和荣誉感的具体举措之一。在东
坑，6 月 1 日，该镇武装部、退役军人服
务中心共同组织开展“上门送喜报”活
动，为 7 名立功受奖的现役“四有”优
秀军人家属送上喜报和慰问，进一步
弘扬新时代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激
发服役士兵建功军营的热情，营造一
人参军、全家光荣的良好氛围。
一张“立功受奖”喜报，不仅是军
人荣誉的象征和成长的见证，也承载
着每个军属的期盼与慰藉。东莞以开

■兵妈妈黄莲开来军营送温暖

展拥军优属系列活动为契机，让“光荣
之家”真切感受到地方党和政府及所
在部队的温暖和关怀，激励更多热血
青年投身军营，扎根部队，为家乡增光
添彩，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
6 月 1 日，沙田镇武装部、退役军
人服务中心联合开展“欢乐六一，情暖
军娃”走访慰问活动，贴心为沙田镇 4
名现役军人的 5 名军娃送上节日祝福 ■黄江镇 2022 年上半年入伍新兵视频回访跟踪及家属慰问座谈会
和暖心惊喜，陪伴他们度过一个愉快
的“娘家人”同时，扎实做好现役军人
是军属的特有标志和闪亮名片，代表
的节日，进一步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
家庭困难帮扶，
不断增强军人、
军属的
着党和政府给予的崇高荣誉。谢岗镇
民的光荣传统，营造关心关爱的良好
荣誉感、获得感、幸福感。
此次为新兵家庭悬挂荣誉，有效提升
氛围。由于军人工作的特殊性，与家
“一人参军，全家光荣”。5 月 25
了军人家庭的荣誉感、幸福感和责任
人聚少离多，子女教育一直是他们牵
日，谢岗镇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武装部
感，营造“当兵无上光荣、军属无上荣
挂的头等大事，为解决军人的后顾之
光”的浓厚氛围，让军人真正成为全社
忧，让他们安心服役，沙田镇武装部、 组成慰问组，先后来到今年春季入伍
的 6 名新兵家中，开展新兵跟踪回访
会尊崇的职业。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等相关部门把做好
教育，悬挂“光荣之家”牌匾，送上慰问
为让“光荣之家”真切感受温暖，
扶持军人“后代”工作作为支持国防和
金，弘扬新时代拥军优属的优良传统， 东莞多镇纷纷召开入伍新兵家属座谈
军队建设的重要抓手，关心关注现役
营造关爱军人的浓厚社会氛围。谢岗
会，走访慰问新兵家属。5 月下旬至 6
军人子女，开展现役军人入学子女走
镇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李曼表示， 月上旬，长安镇武装部联合各社区开
访慰问活动，解决他们成长成才道路
展了走访慰问新兵家属活动，让入伍
上遇到的各类困难，在做好退役军人 “光荣之家”虽是一块小小的牌匾，却

新兵安心服役，进一步弘扬拥军优抚
优良传统。
新兵走千里，温暖不断线。在沙
田镇入伍新兵家属座谈会上，现场播
放了新兵在部队训练、生活视频，讲解
了相关优抚政策，并为新兵家属们颁
发了“光荣之家”牌匾和慰问金。新兵
家属们纷纷表示：从入伍到退役，政府
部门这种无缝对接的工作方法让大家
很受用，各种优抚优待的政策让我们
感受到很温暖，孩子在部队当兵，我们
非常放心。
新兵走千里，跟踪不断线。近日，
横沥镇武装部、退役军人事务中心联
合开展走访慰问新兵家属活动。在黄
江，该镇创新开展 2022 年上半年入伍
新兵视频回访跟踪及家属慰问座谈
会，进一步筑牢新兵扎根军营、戍边卫
国的思想根基。

感染和激励有志青年参军
立功送喜报，为现役军人子女送
暖心惊喜，慰问新兵家属……东莞通
过一系列工作的开展，在全市范围形
成了“参军光荣”的浓厚氛围，将感染
和激励地方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助燃
今年征兵热潮。
拥军优属暖心，征兵宣传走心。5
月 26 日，东城街道党工委委员、武装
部部长祁晓峰带队到主山、温塘社区

闻汛而动 企石民兵
“动起来”

标兵武装部③

道滘武装部：

多管齐下促武装
创新引领提质效
近年来，道滘镇武装部坚持以武装
部正规化建设为重点，创新党管武装工
作方式，狠抓民兵后备力量建设，强化爱
兵为民服务理念，提高双拥建设工作质
量，取得优异成绩。2021 年，道滘镇武
装部被市委市政府、东莞军分区评为“标
兵武装部”。

落实党管武装
推动政策加快落地

检查下半年征兵工作开展情况，听取
下半年征兵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研
究解决征兵工作中存在的困难。
祁晓峰表示，征兵工作是国防和
军队建设的基础工程，更是一项严肃
的政治任务。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责任意识，紧扣新时代新要
求，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保证征兵工作
安全有序开展。要常态化对征兵政策
规定进行宣传，使青年对兵员年龄、体
格、政治、文化标准更为明确外，重点
做好爱国主义和依法服兵役的宣传，
营造关心支持国防建设和征兵工作的
良好氛围，促进社会支持适龄应征青
年踊跃报名参军，自愿到条件艰苦的
地方磨炼意志，
锻炼身体，
报效祖国。
秋季征兵号角再次在莞邑大地
上响起。数日后，东城街道武装部在
星城社区召开 2022 年青年志向参军
入伍座谈会，向有意向参军的青年宣
讲党和国家的征兵政策及待遇。座
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5 名与会青年
现场报名（其中两名大学毕业生，三
名在校大学生），逐一介绍自己的军
营梦，他们有的出生军人家庭，从小
热爱军营，有的向往部队甘愿为国奉
献自己的青春，有的渴望在部队得到
更好的锻炼，这些充分的正能量赢得
大家的点赞。

工作要求，包括各村（社区）议军会议、民
兵整组、兵员征集、执行重大任务等，
并把
民兵连指导员履职尽责纳入镇武装工作
考评范围，推动基层武装工作深入开展，
有效抓好党管武装工作
“最后一公里”
。

优化民兵整组
服务基层应急备战两不误

■道滘镇 2022 年党委议军会议召开

们特别能吃苦。”陈伟东说。南城村基
干民兵梁志明，当了 10 多年基干民兵，
经验丰富，工作成绩突出，2021 年被提
拔为南城村党委委员、民兵连长；北永村
退伍军人刘建成，服现役期间多次立功
受奖，从事村务工作多年，担任镇民兵应
急排排长，2021 年被提拔为北永村党委
委员。

近年来，
道滘镇深入推进民兵调整改
革，
完善民兵管理体系。道滘镇武装部干
2021 年，经东莞军分区任命，道滘
事陈伟东说：
“我们坚持抓民兵整组训练，
镇党委书记曾平治兼任道滘镇武装部教
理顺民兵组织和管理体制，
着力在提高日
导员。自任职以来，曾平治率先垂范抓
常战备能力和水平上下功夫，
民兵的军事
创新征兵工作
武装，强力推动党管武装各项工作走深
素质和专业技能得到较大提升。
”
作为市试点推广经验
走实，坚持做到“三个亲自”：重要会议亲
道滘镇委镇政府对民兵分队寄予厚
自参加、重要活动亲自组织、重大任务亲
望，在面临急难险重的情况下对民兵委
道滘镇坚持把征兵工作当作事关国
自推动，起到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镇
以重任，先后完成抗击疫情、打击冻品走
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程来抓，
主要领导亲自抓，充分发挥各相关部门
私、抗洪抢险、三防演练等任务。发扬人 “五率”考评位居全市前列，连续多年被
职能，主动配合完成工作任务，武装工作
民军队为人民的光荣传统，打造一支“听
市征兵办评为
“征兵工作先进单位”
。
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道滘镇武装部干
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基干民
道滘镇征兵办在严把体检、学历、政
事陈伟东介绍。
兵队伍。
考等关键环节基础上，开展役前教育训
党委议军会议是党管武装工作成效
道滘民兵在全市民兵比武竞赛上也
练，组织队列、体能等军事基础训练，开
最明显的体现。在多次党委议军会议
屡获殊荣。2021 年，民兵陈卫洪、叶广
展教战斗歌曲、讲战斗故事、观战斗影片
上，武装部装备器材室建设、民兵组织整
承获评市“四有”基干民兵，镇武装部获
等活动，营造战味浓郁的文化环境，帮助
顿工作方案、申请民兵手机通信费补贴
得东莞市 2021 年度民兵比武竞赛无人
他们服役前打好基础，确保优秀者入伍、
等举措得到有效落实，大大提升了该镇
机操作考核单课目团体第二名、卫生与
入伍者出色。
武装工作软硬件建设。
救护考核单课目团体第二名和伪装与防
多年来，道滘镇新兵跟踪教育工作
党管武装工作基础在基层民兵连。 护考核单课目团体第一名。在 2021 年
由镇领导班子带队，多部门参加，对解决
为积极推进道滘镇民兵调整改革，镇党
全市民兵比武竞赛上，道滘镇是获得团
新兵入伍后优抚、退役后安置等工作提
委研究同意，任命各村（社区）党委（总
体奖和个人奖较多的镇街之一。
供靠前服务、面对面服务，打消他们在部
支）书记兼任民兵连指导员，明确职责和
“道滘镇基干民兵多是退伍军人，他
队服役期间的各种顾虑，把现役军人家

属照顾好，把退役军人培养好使用好，解
决其后顾之忧，为做好新时代征兵工作
提供有力支撑。
此外，道滘镇还出台了《道滘镇激
励大学生参军入伍暂行办法》多项政策，
内容包括镇属机关和事业单位、镇属企
业和村(社区)等招聘聘用人员时每年计
划安排不少于 10%工作岗位，择优招录
道滘籍退役的大学毕业生(含服役后取
得大学文凭)，省市有关政策规定的按照
相关规定执行；镇财政供养人员参军入
伍，退役后可选择复职复工，退役返岗员
工服役兵龄计入工龄，享受不低于本单
位同岗位同工龄的各项待遇，激励更多
高学历、高素质适龄青年参军入伍、投身
军营建功立业。
“该办法能让更多大学生
打消顾虑积极应征入伍，在部队学习锻
炼、表现优秀的，既可以留队发展，也可
以退役后返岗复职争取提拔或享受道滘
镇提供的创业就业培训资源，实现全方
位
‘兜底’。”
陈伟东说。
接下来，
道滘镇将继续以习近平强军
思想为引领，不断夯实党管武装的基础，
动员、压实镇、村两级武装党组织的责任，
推进完善征兵工作、民兵整组、国防教育
等，
力促武装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付碧强 通讯员 道滘武装/文

本报讯 （记者 付碧强 通讯员 企石武装）6 月 18 日，企
石镇举行民兵应急分队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动员大会，对当前
“龙舟水”
和洪水防御形势作出部署。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认清当前防汛形势，切实增
强防汛抢险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强化民兵应急队伍建
设。时刻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抗大洪的思想准备。坚决克
服盲目乐观、松劲厌战和麻痹侥幸心理，尽可能把形势估计
得再严峻些，把困难估计得再充分些，把措施考虑得再周密
些，要从实战管用的角度，认真落实防汛措施，争取防汛抢险
工作的主动。
企石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徐继荣表示，要发挥好民
兵应急排防汛抢险的主力军作用。发挥好民兵队伍服从指
挥、视人民利益重于一切的政治觉悟，指挥果断、反应迅速、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过硬素质，英勇顽强、敢打硬仗、连续
作战、不怕困难的优良作风，加强协调调度，时刻保持临战姿
态，发扬召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作风。要落实好民
兵队伍防汛抢险队伍集结能力和保障措施。要制定民兵应
急队伍汛期通报联系制度、民兵应急抢险预案，提高民兵队
伍集结效率，做好保障服务。要坚决打赢防汛抢险救灾总体
战，保证关键时刻民兵抢险人员能拉得出、冲得上、抢得住，
发挥民兵应急队伍的重要作用，万众一心，团结抗洪，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长安开展基干民兵体检活动
本报讯 （记者 付碧强 通讯员 吴涛）6 月 7 日至 9 日，长
安镇武装部组织全镇基干民兵在长安霄边莞安医院体检中
心进行体格检验，进一步优化基干民兵队伍力量，确保将身
体素质好的人员充实到基干民兵队伍，提高基干民兵队伍的
编组质量。
体检过程中，各社区民兵连相关工作人员认真部署，实
施严密，基干民兵默契配合，医护人员严格按照体检标准，把
好体检质量关，真正做到了将身体素质好的青年输送到基干
民兵队伍中去。
此次体检工作严格按照民兵体格检查规定和要求展开，
重点检查身高、体重、血压、血检、胸透、心电图等项目。
长安镇武装部介绍，通过此次体检活动，进一步保障了
基干民兵的身体健康，随时做好“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的
准备，发挥民兵“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的作用，同
时增强了民兵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