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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送”服务进军营
湖南省各地助力退役军人迈入新征程

编者按院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袁 扎实推进退役军
人就业创业工作开展袁近日袁湖南
省及各市州相继开展野送政策尧送
服务尧送岗位冶进军营活动袁帮助
退役军人开启人生新篇章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邹水 李仕华冤近
日袁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联合区劳动就业服务局来到武警湖
岳阳支队云溪中队开展野送政策尧送服
务尧送就业职业岗位冶活动袁现场提供就
业岗位 35 个袁 并就退役军人安置尧就
业尧优抚等政策进行宣讲袁通过现场咨
询等方式为官兵答疑解惑袁收集意见建

议袁向官兵赠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政策
问答资料 100 册遥 据悉袁本次野送政策尧
送服务尧送岗位冶进军营活动在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的统筹指导下袁省尧市尧县区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三级联动尧 同步进
行袁也是云溪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建以
来袁开展的首次面向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服务活动遥

三十年袁对于大多数人
来说袁是青春消逝的弹指一
挥间袁但对于湖南长沙海韵
琴行创始人陈荣而言袁却是
饱经浮华历史的厚重沉淀遥

陈荣生命中的转折袁始
于 1982 年从军入伍的那个
夏天袁18 岁的陈荣从江苏南
通如东县北 坎乡 大 山沟里

走出来应征入伍袁被分配到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步兵团第
6 连袁也就是全军闻名的野硬
骨头六连冶遥 这是一支行走
在野尖刀冶上的部队袁曾在抗
日战争尧 解放战争时期袁作
战 137 次袁用刺刀杀出了野硬
骨头冶的英名遥

在硬六连威震敌胆的部
队作风下袁陈荣在雪中光膀
子练血性尧在荒漠驰骋戈壁
练实战袁1984 年袁 他随部队
赴南疆前线作战遥 当时袁有
名叫张建华的老乡与陈荣同
时上前线 袁两人约定 袁如果
谁在战场上牺牲了袁幸存下
来的人一定要去照顾另一方
的父母遥 就是这句随口说出
的约定袁成为了陈荣一辈子
的坚守遥

1985 年 2 月 24 日袁陈荣
作为 野硬六连冶尖刀班八班
副班长袁带领战友对敌占领
的 138 阵地进行偷袭遥 下午
5 点多袁 陈荣发现一处秘密
点有敌军在传送秘密信息袁
他当即抛出一枚手榴弹将敌
人炸得粉身碎骨遥 检查敌人
遗体过程中袁陈荣眼尖发现
其口袋里的密码袁缴获上交
给连队指挥所后袁陈荣被全
连通报荣立二等功遥

而 就 在 几 个 小 时 后 袁2
月 25 日凌晨袁 张建华在进
行增援过程 中不幸 英勇牺
牲在 138 阵地上遥 眼看着好
友身边壮烈牺牲袁陈荣痛心
欲绝遥 随后的三十几年袁陈
荣始终坚守 对牺牲 烈士的

承诺袁只要回家乡就会第一
时间看望两位老人袁并在每
年清明节前 夕回家 悼念在
老山战斗中牺牲的 19 名家
乡烈士袁还组织幸存的硬六
连参战老兵返回老山袁了却
了战友们几十年的心愿遥

退伍后袁 陈荣拒绝了组
织给他安排工作袁 带着 800
元现金只身来到湖南闯荡遥
期间 袁他当过业务员尧推销

员 袁 在这过
程中袁 陈荣
敏锐地洞察
到了当时长
沙的乐器市
场前景 遥 于
是 袁 陈荣掏
出 所 有 积
蓄 袁 在长沙

一条叫走马
楼的小街开
起了经营乐
器 的 小 店 遥
他每天蹬着
三轮车拉业
务尧送货袁渐
渐地赢得不
少顾客的信
赖遥 1995 年袁
他成立 野长
沙市海韵琴
行 有 限 公
司冶袁 二十几年过去袁野海韵
琴行冶在全省各州市开设 12
家连锁店袁成为了全国知名
琴行遥

野我生命的意义袁 就是
扬善心袁行善事遥 冶2002 年袁
陈荣认识了一 个名叫 沈诗
哲的女孩 袁父母下岗袁姐姐
患有痴呆袁家里积蓄已经全
部花光袁有着钢琴梦的她坚
持跟着邻居姐姐学钢琴遥 陈
荣当即送了一 台钢琴 给女
孩袁并每年资助一万多元供
女孩读书遥 2008 年袁沈诗哲
以全国第一 的 专业成 绩被
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录取袁如
今袁已经成为了一名年少有
为的钢琴家遥

像 这 样 的 善 举 还 有 很
多遥 三十年来袁陈荣共资助
了数十位有着音乐梦的贫困
孩子曰 在贺龙元帅故乡袁他
以曾经所在连队命名袁建造
野 英 雄 硬 六 连 赤 溪 希 望 小
学冶曰2018 年袁 陈荣捐赠 100
多万元乐器袁在怀化山区建

起 100 多个音乐教室袁 帮助
山区孩子圆野音乐梦冶噎噎

野我的命是战友给的袁我
必须用无尽的 力量回 馈社
会遥 冶 陈荣所做的每一件事
看起来都平凡不已袁但这三
十年光阴中的一点一滴汇聚
起来袁已经悄然凝结成了一
股庞大的野爱心暖流冶袁流入
了社会 袁开出绚丽的 野红色
花朵冶遥

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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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陈余 张沙冤 9 月 2
日袁 湖南省株洲市渌口区首次召开应征
青年综合素质考评成绩和体检政审结论

确认签字仪式遥 仪式上袁区教育局尧区扶
贫办等 5 部门对每位应征青年所提供的
学历层次尧 入伍意愿等四个方面的材料
证明以及体检政审尧 役前训练精准量化
赋分排名情况进行了公布公示袁 接受廉
洁征兵监督员尧家长代表尧应征青年的监

督和检验遥 该结果将录入叶择优定兵辅助
决策支持系统曳自动生成择优定兵方案袁
减少审批定兵关键环节的自由裁量空

间遥据悉袁2019 年渌口区作为首批择优定
兵试点单位袁全区上下高度重视袁联合发
力袁让择优定兵全过程精确量化尧客观公
正尧阳光公开袁真正实现让部队尧应征青
年及家长满意袁让野选好兵尧送精兵冶落到
到实处遥

湖南省

平台服务多 拥军显真情

永州市

株洲市 益阳市

雨花区

本报讯渊陈宗昊 通讯员 张宇驰冤8 月
29 日上午袁由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尧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尧 省军区政治工
作局联合开展的野送政策尧送服务尧送就
业冶 进军营活动主会场在武警湖南总队
机动支队举办袁14 市州及所属县市区设
分会场同步进行遥

这是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机构成立
来袁首次举办省市县三级野送政策尧送服

务尧送岗位冶进军营活动遥 活动旨在搭建
平台袁积极帮助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袁
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尧关爱尧尊重军人

的良好氛围袁 激励广大退役军人为改革
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积极贡献遥

此次野送政策尧送服务尧送岗位冶进军
营活动长沙主会场设立了招聘对接尧政
策咨询尧 优待服务尧 就创业讲座 4 个专
区袁 共邀请 30 余家企业及培训机构参
会袁提供医药医疗尧汽车检测与维修尧商
贸物流尧机械加工尧物业管理尧销售管理
等 2100 余个就业岗位遥 同时袁 邀请优秀

就业创业导师为武警某部队退役军人客
观分析就业创业现状及趋势袁 引导他们
找准定位尧科学择业遥

就业“及时雨” 真情暖兵心
本报讯渊记者 吴婉沁 通讯员 邓栋银冤8

月 29 日袁湖南省永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尧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尧军分区政治工作处
在 91954 部队驻地联合开展 2019 年野送政
策尧送服务尧送岗位冶进军营活动遥

本次活动是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组建以来袁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统一部署
安排袁省尧市尧县三级同步举行的第一个重
要举措遥 为切实帮助广大退役军人解决就

业创业面临的问题袁本场活动设置启动仪
式尧现场招聘尧创业就业专题讲座三大环

节袁现场为官兵们发放就业手册袁收集意
见建议袁进行政策解读遥 野都说退役军人就
业安置越来越完善袁 这次真的感受到了遥
今天的这场耶及时雨爷袁让我消除了就业的
迷茫与顾虑遥 冶活动现场袁退役军人高元培
难掩激动的心情遥

据悉袁 本次招聘会现场共签订 22 份
合作意向曰共有 23 家企业尧5 家培训机构袁
为在场的 320 名官兵提供 600 余个就业

岗位袁发放就业资料 1900 余份袁共达成就
业意向 150 个遥

最可爱的人 请你留下来
本报讯渊欧阳权 通讯员 沈全华冤野马

上就要退役了袁 这样的帮扶活动真是及
时雨浴 冶8 月 29 日袁湖南省株洲市 2019 年
野送政策尧送服务尧送岗位冶进军营活动在
武警株洲市支队操场举行袁 参加活动的
陈凌涛等现役军人高兴地为株洲父老乡
亲的深情厚谊点赞遥

9 月 1日袁一批老兵退役袁为了留住这批
野最可爱的人冶建设株洲袁株洲军分区政治工
作处尧株洲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举办了这
一活动遥活动现场袁20余家企业带来 1000余

个就业岗位遥 460名现役军人尧退役军人及军
属来到现场袁看展板尧读资料尧问情况袁了解各
项安置政策尧寻找就业岗位遥

近年来袁 株洲市高度重视退役军人
及军属的就业安置工作遥 仅今年上半年袁
就举办了 2 次大型专场招聘会袁 用人单
位与 400 多名退役军人达成就业意向遥
此外袁株洲市还利用职教城的优势袁组建
退役军人职业教育培训中心袁 为退役军
人提供适应辅导尧学历教育尧技能培训尧
工作推荐等野一条龙冶服务遥

多部门联合 活动暖兵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张龙腾 何梓源冤8

月 29 日上午袁 湖南武警总队益阳支队
联合益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尧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尧益阳军分区政治工作
处等单位袁 在支队会议室举办了 2019
年野送政策尧送服务尧送岗位冶进军营活
动袁 武警益阳支队 40 余名退伍军人参
加了活动遥

来自长沙尧 益阳等地的十余家单
位企业来到活动现场广纳贤才袁 为退
伍军人提供了物业经理尧销售顾问尧健

身教练等多个优质就业岗位遥 活动现
场袁 参加招聘会的退伍军人积极向招
聘单位工作人员介绍了个人情况袁并
就应聘意向尧 福利待遇等问题进行了
深入交流遥

活动过后袁武警益阳支队退伍军人雷
双槐跟笔者说道院野即使脱下军装袁我也会

一直保持军人本色袁 保持军人的优良作
风遥退役不褪志尧退伍不褪色袁在新的岗位
上我将再接再厉袁用新的工作成绩回报组
织的关心厚爱遥 冶

让退役军人退伍不褪志

本报讯 渊通讯员 程鹏飞

张春皓 韩诚冤近日袁新疆阿勒
泰军分区组织来自全国 14 所
军校的 30 余名毕业新学员赶
赴吉木乃边防连开展岗前强
化培训袁 让新学员熟悉部队尧
了解基层袁引导学员迈好岗位
任职第一步遥

据悉袁阿勒泰军分区注
重发挥红色革命圣地尧爱国
主义教育 基地 教育熏 陶作
用袁先后组织新毕业学员到
新老国门尧 新旧会晤桥尧口
岸尧 荣誉室等地参观见学袁

让新排 长在回 顾传统 中感
悟先辈先烈的热血忠诚袁学
习国门 卫士的 职责使 命和
边防斗争史遥

集训期间袁学员排长们
练思想尧练作风尧练技能袁深
入基层 生活 袁 锻炼岗 位能
力遥 面对从院校到基层袁从
书本到实战的转变袁他们着
眼任职需求袁主动提高组训
任教 尧管兵带兵能力 袁以坚
定的理想信念尧满腔的壮志
豪情袁让梦想之花在天山北
麓绽放遥

云溪区

“三级联动”服务解兵忧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钟毅冤8 月 29 日下午袁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尧区人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尧区人武部政工科在长沙
市武警支队执勤三大队营区联合举办 野送
政策尧送服务尧送就业职业岗位冶进军营活动
专场招聘活动遥本次招聘会是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今年联合各有关单位举办的首场送岗
位军营招聘会袁 根据部队退役工作的安排袁

此活动将一直持续到 12 月底袁 其间还将在
驻区各部队中举行多场招聘会遥本次招聘活
动主要面向执勤三大队即将退役的自主就
业士兵遥活动现场袁雨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尧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设立专区袁为退役军
人讲解政策尧分析就业形势尧邀请优秀军创
代表分享创业经验袁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提
供全方位服务遥

编者按院2019 年征兵工作已接近尾声袁为确保征兵工作公开透明袁确
保高标准尧高质量完成征兵工作袁湖南省首次实行兵员素质综合考评及
择优定兵办法袁各试点单位相继启动实施遥

“百年国门”
见证学员迈出第一步

娄底首个
人防宣教基地建成开放

本报讯 渊通讯员 程墨冤8
月 28 日袁 投资 180 余万元的
湖南省娄底市珠山公园人防
宣教基地正式建成并对外开
放袁这是该市建成的首个集嵌
入式尧开放式尧融合式于一体
的人防宣教基地遥

据了解袁为进一步提高
全民的人防意识袁营造良好
的人防建设舆论环境袁该市
住建局渊人防办 冤按照构建
全民防空宣 传教育 体系的
思路袁 以珠山公园为依托袁
以园中园的形式袁因地制宜

嵌入人防元素袁不断完善人
防主题设计袁开辟人防宣传
新途径袁让宣教工作走进公
园袁与公园的环境相融合遥

珠 山 公 园 宣 教 基 地 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开工建设袁
今年 8 月建成并对市民开放遥
宣教基地共分为人防宣传区尧
人防警示墙尧 人防文化长廊尧
人防文化石四个区域袁其中人
防文化长廊内容展示分为防
空区和防灾区遥区域宣教内容
涵盖国防建设尧人民防空等诸
多方面遥

渌口区

蒸湘区

花垣县

保靖县

让择优定兵落到实处

12 分钟定兵又快又轻松

召开征兵领导小组定兵会议

开展新兵审批定兵工作
本报讯渊通讯员 余国槐 周刚冤9 月 2

日袁 湖南省保靖县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召
开新兵审批定兵会议遥 会上袁县征兵办领
导对今年征兵任务数量和新兵入伍方向
作出说明袁审议并通过优先定兵原则袁优
先重点考虑大学生尧 人武部和军分区执
勤人员尧军烈属子女尧连续两年双合格和

建档立卡户 5 类人员遥 县征兵办政考组尧
体检组尧 纪检组对每名候选青年进行政
治尧学历尧体检尧廉洁情况通报袁由征兵工
作领导小组全体成员逐一表决袁 拉单排
列先后顺序遥 通过集体定兵袁为下步择优

确定定兵方向尧 组织被装精准发放和新
兵起运奠定基础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杨申杰 侯璇冤9 月 2
日袁湖南省花垣县 2019 年度征兵领导小组
定兵会议在该县人武部召开遥 会上对今年
的征兵工作基本情况进行了详实地汇报说
明袁并宣读了定兵基本原则院一是体检尧政
考双合格曰二是原则上按学历高低定兵曰三
是优先考虑在吉首军分区及花垣县人武部
服务的民兵曰四是综合体检尧政审尧役前训

练等情况遥 据了解袁今年花垣县征兵工作到
目前为止开展得顺利扎实袁公开透明遥 编框
编篓袁重在收口袁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袁花垣
县将持续用力袁搞好工作协调袁严格履行公
示程序尧落实公示制度袁自觉接受群众和社
会监督遥 为了新兵的前程袁为了征兵工作不
出纰漏袁以高度的责任感袁确保高标准尧高
质量完成 2019 年度征兵工作遥

9 月 2日下午袁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学员三队组织学员们观看电影叶南京南京曳并
开展讨论袁以此回顾抗战历史袁缅怀英烈袁强化使命担当遥 渊张伟力尧丁毅明/摄影报道冤

9 月 2 日上午袁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国教办组织曙光小学在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开展野抗战胜利纪念日冶活动袁湘潭市国教办尧雨湖区国教办领导和曙光小学师生代表
参加遥 渊陈月姣尧杨治国/摄影报道冤

8月28号袁湖南省沅陵县邀请一等功臣周丰林为预定新兵开展先进事迹报告会遥 报告会上袁
周丰林用真挚朴实的语言袁声情并茂地讲述了他从军的心路历程和梦想追求遥 渊向杰/摄影报道冤

本报讯渊通讯员 胡会川冤野把最优秀的
青年送到部队去遥冶9 月 5 日上午袁湖南省衡
阳市蒸湘区 2019 年定兵会在区人武部会
议室举行袁会议全程录音尧摄像监督袁一切
在阳光下进行遥 12 分钟召开一个定兵会袁
比去年定兵会还快 11 分钟袁让前来参会的
区征兵领导小组领导及成员单位负责人感
觉更轻松遥 今年定兵会袁 先是区征兵办主
任尧区人武部副部长简要介绍情况袁接着区

人武部军事科长毛先和宣读 125 名应征青
年名单袁然后由区体检组尧政治考核组成员
当场公布体检尧政考结果袁定兵会程序就是
这么简单遥 今年的定兵会有一个特点袁由于
体检组尧政考组前期工作准备有力袁给今年
的定兵会带来好气象袁整个定兵会袁无一人
有异议袁全部通过袁不费事袁不费时遥 该区征
兵领导小组组长尧 常务副区长尹熙明对取
得的征兵成绩表示祝贺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