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院胸带鲜艳的红花袁身着崭新的军装袁
启程奔赴军营袁 履行保卫祖国的神圣使命遥 2019
年度秋季入伍的新兵陆续启程袁 湖南省各地特地
为他们准备了非常具有仪式感的送兵袁 他们带着
满腔热血以及父老乡亲的期
盼袁昂首阔步迈向前方袁投身
绿色军营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陈显 吴

维冤9 月 17 日上午袁 湖南省岳
阳市军地联合举办了野铸民族
之魂袁建强大国防冶全民国防
教育主题展览开展仪式袁以国
防教育主题展览的方式喜迎
新中国成立 70 华诞遥 市委常
委尧宣传部部长尧市国教委主
任马娜袁市委常委尧军分区政
委尧市国教委副主任吴晓波出

席活动遥 开展首日袁接待军地
各级参观人员近 500 人遥

此次主题展览共分五个
篇章袁分别是前言尧铸就军魂尧
强军之路尧威武之师和鱼水情
深袁主办方采用图像尧实物及
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对我军的
光辉历史尧卓越贡献及新时代
的强军思想和新贡献进行了
全面展示遥

仪式上袁 吴晓波介绍道院
野开展国防教育展览意义重大袁
通过全民国防教育主题展览喜
迎新中国成立 70 华诞袁为新中
国献礼袁 进一步提升了全民国
防教育质效袁 不断强化国防意
识尧国防观念袁以实际行动关心
支持国防建设遥 同时袁让市民体
验一场忆苦思甜的国防教育
课袁珍惜当今社会的幸福生活袁

勿忘历史袁发奋图强遥 冶
据了解袁 展览于 9 月 18

日至 10 月 31 日免费对外开
放袁岳阳市军地各级各部门将
结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等活动组织人员参
观袁 既是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一次具体行动袁也是全
面提升全市国防教育质量的
一项重大举措遥

野在全民国防教育日来临
之际袁能有幸参观这样富有特
色尧 内容丰富的国防教育展
览袁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幸运袁
也是非常必要的袁这让我对我
们国家的国防和军事力量有
了更深层次的了解袁 开展期
间袁我还会带着我的家人朋友
一起参观遥 冶观看完国防教育
视频的高校学生说到遥

2019年 9月 23日 责编/刘思源 美编/何若芙

连日来袁湖南省安乡县人武部组织辖区内的 2000 余名师生前往野梅家洲
国防教育基地冶参观学习遥同学们先后参观了国防知识文化长廊尧军事科普教
育基地遥此次参观袁丰富了同学们的国防科普知识袁进一步提升了民族自信心
和自豪感遥 渊蔡勇/摄影报道冤

悠悠赤子心袁 拳拳报
国志袁在野强军兴军尧青春
逐梦冶 的浓厚氛围里袁湖
南省桂东县大塘镇全溪村
有这么一对相继入伍的姐
弟袁 他们用热血点燃青
春袁 用行动实现梦想袁真
实上演了姐弟续圆军旅梦
的佳话遥

姐姐叫扶柳袁2010 年
入伍袁2015 年退伍袁五年的
军旅生涯里袁扶柳因综合表
现突出袁连续四年荣获野优
秀士兵冶袁 交出了漂亮的成
绩单袁为自己的青春画下圆

满的句号袁彰显出新时代女
兵巾帼不让须眉遥

问及对于弟弟参军一
事的看法时袁 扶柳自信又
骄傲地说道袁 弟弟为了入
伍这一刻已经准备很久
了袁 参军入伍是他们姐弟
自小光荣而神圣的梦想遥

很庆幸弟弟在大学毕业
后袁依然不忘初心袁这离不
开桂东这片红色士地的浸
染遥 桂东是第一军规颁布
地尧党的群众路线发祥地尧
红六军团西征誓师地袁红
色基因的传承深入骨髓袁
口耳相传的革命故事尧耳
濡目染的文化熏陶尧 周边
优秀士兵的榜样力量袁都
不断地强化着姐弟二人对
军旅之梦的渴望噎噎

父亲扶绍林拍了拍儿
子的肩膀袁心情有些复杂袁
他感慨地说:野姐弟俩都当

兵了袁真好啊袁真的浴 当兵
不仅仅是年轻人报效祖国
的途径袁 更是一次实现人
生价值的机会遥 姐姐从部
队退役后袁做事更加踏实尧
性格更加开朗尧 身体也更
加健康遥 2018 年 7 月份袁
大学即将毕业的扶杰突然

和我们说要参军袁问我们
有什么想法袁 我一听袁这
是好事啊袁 我们当然支
持袁既可以磨炼意志和心
性袁又能为国效力遥 但是
由于时间仓促袁我们决定
2019 年再报名遥 哪知道这
小子从那天开始袁便自己
在家锻炼身体袁在姐姐的
指导下学习军事技能袁这
不在役前训练中袁听说表
现还不错遥 冶

略带稚气的扶杰有些
内向袁 但当谈到他对于即
将到来的军旅生活的想法

时袁 他满脸坚毅地说院野我
己经做好了准备袁 会向姐
姐看齐袁 用一名 耶优秀士
兵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袁提
升自己袁努力学习袁自强不
息遥 冶短短几十个字袁显示
着一名即将入伍士兵的期
许与目标遥

聚焦

国防教育 在身边
编者按院今年的 9 月 21 日是第 19 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袁三湘大地纷纷结合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浓厚

氛围袁组织开展了体验性尧互动性尧时效性强的国防教育活动袁既增强了群众的国防知识袁强化了群众的国
防观念袁又浓厚了爱国拥军氛围袁增强了爱国拥军责任遥

桂东县姐弟续圆军旅梦
通讯员 郭会枫 翁连炮

江华县

发布国防教育“十个一”计划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刘智

军冤 为迎接第 19 个全民国
防教育日袁湖南省双峰县人
武部将国防教育纳入全县
国庆 70 周年庆典方案统筹
部署袁结合主题教育袁开展
国防教育主题周活动袁发动
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遥

在这一周里袁该县各乡
镇 渊街道冤尧 党政单位尧学
校尧 商铺等场所利用电子

显示屏尧橱窗尧广告栏等开
展国防教育宣传袁 并联合
广播电视台配合利用广播
和 电 视 播 放 国 防 教 育 视
频袁讲述国防故事尧普及国
防知识曰9 月 18 日袁该县人
武部协调地方人防部门鸣
响了防空警报袁党政机关尧
企事业单位尧 学校纷纷组
织专题警示教育曰 在繁华
街区尧学校尧党政机关举办

国防教育图片展览 10 余
场袁 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
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尧双
峰最美退役军人事迹等袁
参观学生和群众累计达到
3 万多人曰县人武部还组织
了党史军史和新中国史袁
宣扬英雄模范人物先进事
迹等内容的宣讲袁 大大激
发了广大干部群众和学生
爱党爱国爱军的热情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易荷

莲冤9 月 17 日上午袁湖南省
长沙市芙蓉区人武部在湖
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开展了以野弘扬伟大抗战精
神袁 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冶和
野不忘初心袁牢记使命冶为主
题的国防教育进校园暨第
19 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
动袁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副院长刘晓魁尧芙蓉区
人武部副部长欧阳毅以及
3500 余名师生参加活动袁遥

活动现场袁师生们井然
有序地参观了军队建设概
览尧国家安全热点尧国防法规
介绍等十二块国防教育宣传
展板曰 还有讲解员为他们详
细地讲述了野九一八冶事变袁
告诫师生们要铭记历史尧勿

忘国耻袁树立强国之志袁树立
爱国主义情怀遥最后袁在场师
生们在野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袁
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冶 主题展
板上签名遥 此次活动丰富了
学生的国防知识袁 激发了他
们爱国热情袁 帮助他们树立
保家卫国的远大志向袁 并以
此为动力袁 为国防建设做出
自己的贡献遥本报讯 渊通讯员 瞿芳 彭璟

张晓霞冤 正值第 19 个国防教育
日尧国庆节来临之际袁更为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袁湘西州尧吉首
市国教办分别到吉首市第八小
学尧 吉首市第一中学和吉首大学
三所学校开展野英模挂像进校园冶
活动袁 两位志愿者现场为大中小
学生讲解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英

模的生平事迹袁 互动环节学生们
踊跃参与袁现场一片热闹遥

大一新生伊力努尔在听完
英模的故事后袁 深受感动地说院
野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袁除了学
好文化知识以外袁 还应该多学

习国防知识袁加强国防观念袁培
养家国情怀遥 冶据了解袁湘西自
治州尧 吉首市国教办开展了以
野悬挂一套英模挂像尧举办一场
活动仪式尧组织一次集中培训尧
讲述一回英模故事尧 观看一组
影音资料尧召开一次主题班会尧
组织一次征文演讲尧 开展一堂
国防教育冶为主要内容的野八个

一冶活动袁把国防教育融入到校
园文化建设之中袁 融入到思想
道德教育之中袁 推进国防教育
进学校进课堂袁 让广大师生了
解人民英雄袁致敬革命先烈袁传
承红色基因遥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借军训时机开展国防教育

岳阳市

举行全民国防教育主题展览

本报讯渊通讯员 曹美

红冤9 月 11 日袁 湖南省汉
寿县人武部营院内袁 号鼓
震天袁彩旗翻飞袁巨幅标语
从办公大楼楼顶直垂而
下袁 一场盛大的的新兵欢

送大会在这里召开袁 该县
军地领导参加遥 热烈欢快
的军旅歌曲拉开了仪式序
幕袁 军地有关部门领导致
欢送辞并与新兵们亲切握

手袁为他们戴上红花袁整理
绶带袁 鼓励他们要尽快融
入部队袁用军装点燃青春袁
用刚强诠释生命袁 用忠诚
报效祖国遥

刚退伍的老兵杨庆也
来到现场为新兵加油鼓
劲袁 胸前 7 枚奖章是对军
旅生涯的怀念袁 更是对新
兵们的激励遥 他用自己的
亲身感受勉励大家笃定从

军信念袁铸梦军营袁书写人
生精彩篇章遥 退役军人事
务局选出两名拥军小天
使袁 声情并茂地为新兵们
朗诵现代诗 叶军人赞歌曳袁
字字句句都洋溢着对军人
的崇敬和赞美袁随后袁新兵
们在签名墙上写上了自己
的名字和铮铮誓言遥 欢送
会结束后袁新兵和领导尧亲
友们合影留念袁依依话别遥

汉寿县

召开新兵欢送大会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蒋林

峰 刘辉冤近日袁湖南省永兴
县人武部举行了 2019 年新
兵入伍欢送仪式袁为今年永
兴县应征入伍的 135 名新
兵送行遥 欢送仪式上袁军地
领导为 135 名新兵颁发了

入伍通知书袁发放了义务兵
优待金和大学生一次性奖

励金遥并寄语全体新兵要牢
记亲人尧老师的嘱托袁把永
兴人民勤劳务实尧勇于进取
的好传统带到部队里去袁为
建设听党指挥尧 能打胜仗尧
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贡献
自己的青春和力量遥 随后袁
新兵家长代表和新兵代表
先后发言遥

据了解袁自今年征兵工
作开展以来袁该县广大适龄
青年积极响应祖国号召袁踊
跃报名参军袁 经过严格挑
选尧 层层把关袁135 人被确
定为 2019 年度新兵遥其中袁
大学生兵员 113 人袁征集比

例达 83.7%袁兵员素质特别
是文化素质持续提高遥

永兴县

135 名新兵赴军营

本报讯渊通讯员 周佳冤
9 月 14 日上午袁湖南省东安
县 2019 年最后一批新兵欢
送仪式在人武部大院隆重
举行袁25 名新兵临行前接受
了父母亲友的鼓励袁接受了
军地领导的点阅袁带着全县
人民的嘱托和光荣使命袁集
体奔赴广州袁 投入军营生

活袁开启新的人生旅程遥
人武部大门前袁锣鼓喧

天袁军歌阵阵袁一群佩戴红
花袁 身着军装的 野00 后冶新
兵袁个个精神抖擞遥 佳节刚
过袁便迎别离袁简短的欢送
会后袁 他们便奔赴部队袁远
离家乡遥 虽然嘴上一再跟家
人说着野别送了冶袁但想到两

年内难见面袁新兵和家属都
纷纷举起手机拍照留念尧相
拥祝福遥 一位位家长手贴车
窗袁眼含热泪袁寄托着他们
无限的期望遥 这群带着家人
无限不舍与寄托的最后一
批新兵袁在接兵部队领导的
带领下袁 踏上了献身国防尧
报效祖国的征程遥

东安县

最后一批新兵入伍

临武县

新兵开启军旅生活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邓小

林冤中秋节前夕袁湖南省临
武县人武部广场人头攒动袁
军地领导和家乡父老汇聚
一堂袁 欢送 63 名新兵入伍
踏上奔赴部队征程袁开启他
们的军旅生活遥 叶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歌曳 歌声昂扬袁直
冲云霄曰县人武部副部长卢
兴国宣读了批准入伍人员

名单袁63 名新兵战士身着
迷彩服袁佩戴红花袁精神抖
擞袁整装待发遥随后袁由征兵
领导小组成员为入伍新兵
佩戴大红花袁颁发大学生入
伍奖励金遥

军地领导向新兵表示
热烈祝贺袁 向动员支持新
兵入伍的家长们表示崇高
敬意袁 希望新兵们到部队

后能努力学习袁刻苦训练袁
严格要求袁 积极完成各项
工作任务袁 为部队贡献力
量遥 同时要求各乡镇党委
政府要关心军人家属的生
产生活袁 做好义务兵的优
抚工作袁落实好有关政策袁
为新兵安心服役创造良好
条件袁 并祝新兵在部队早
日成才遥

宁远县

举行新兵欢送仪式
本报讯渊通讯员 周安

娜冤9 月 16 日上午袁湖南省
宁远县在县人武部广场举
行 2019 年度新兵入伍欢
送大会袁 欢送最后一批 43
名即将踏上建设国防尧保
家卫国征途的新兵袁 并为
新兵们送上野光荣入伍冶的
大红花和离别礼物遥 军地

领导及社会各界人士等
100 余人参加活动遥

欢送会现场袁 家属和
入伍新兵们依依惜别袁合
照留念遥 洪亮的军歌袁深情
的嘱托袁开怀的笑脸袁红红
的眼眶袁 不舍的情怀笼罩
着人武部营院遥 军地领导
对即将踏上保家卫国征程

的新兵表示了热烈的祝
贺袁并希望他们到部队后袁
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 野政
治合格尧军事过硬尧纪律严
明尧作风优良冶的新一代合
格军人遥 据了解袁宁远县一
直以来就有着崇军尚武的
优良传统遥 今年该县报名
参军人数达近千人遥

近日袁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了新兵入伍欢送大会袁1000 余名新兵及家长代
表参加遥新兵们胸戴大红花尧齐唱国歌袁歌声响彻会场遥宣读入伍命令后袁新
兵代表领到了神圣的入伍通知书袁并接受了少先队员的献花遥 渊陈美/摄影

报道冤

图片新闻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胡会川冤为
迎接第 19 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的
到来袁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抓住军
训时机袁 对新入校的 19 级新生
开展有趣味性尧教育性尧针对性
的国防教育袁 创新了军训模式袁
丰富了军训内涵遥 军训场上袁那
整齐肃静的队伍方阵尧英姿飒爽
的迷彩着装袁 那青春的汗水尧挺
拔的胸膛袁成为大学校园一道别
样的风景遥

该学院把军训作为新生增
强国防意识袁培塑爱国情感野第
一课冶遥 为增强国防教育的吸引
力和感染力袁 该学院精心组织袁
精心备课袁精心规范袁并借助蒸
湘区人武部的国防教育展览袁从
挖掘要素尧拓展视野尧树立品牌
入手袁 国防教育如春风细雨袁点
点渗透遥

国防教育进大学袁军训场上
炼精神遥 军训场上袁国防教育元
素处处流淌遥 操场上的国防教育
口号入眼袁教学楼墙壁上国防教
育标语入心袁校园人工湖里的辽
宁舰模型国防味更浓遥 据该学院
学工处处长刘公保介绍袁这次新
生军训袁不仅有军体拳尧徒步拉
练等科目袁还有电子射击尧户外
拓展尧真人 CS 对战体验遥

9 月 12 日袁 该学院人文艺术
学院书记沈飚讲述了为什么要在
军训场进行国防教育钥 军训要达
到什么效果钥 内容由浅入深袁把学
生们带到了那段峥嵘岁月袁 大家
听得热血沸腾遥 在互动中袁学生的
热情和积极性明显增强袁 尤其是
晚上的新生话军训感受袁 呈现讲
坛上相互交流尧 讲坛下互相学习
的场境袁达到了国防教育的效果遥

双峰县

开展国防教育主题周活动

芙蓉区

把国防教育课送进校园

吉首市

举行挂像英模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吴光

杨冤近日袁湖南省江华县人
武部结合 野赞颂辉煌成就尧
军民同心筑梦冶主题宣传教
育袁 发布了年度国防教育
野十个一冶活动计划袁并组织
县国教委各成员单位全力
配合活动袁在县城内营造国
防教育浓厚氛围袁有力地推

动全民国防教育普及深入遥
计划包括召开国教例

会袁 安排活动策划工作曰成
立一支退伍军人典型事迹
宣讲小分队袁对优秀退役军
人事迹进行巡回宣讲曰举办
国防知识讲座袁举行国教晚
会袁 组织国防知识演讲竞
赛袁 组织观看国防教育电

影袁组织烈士祭扫袁通过这
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袁宣
传国防教育知识袁提升国防
意识曰发送国防教育手机短
信袁提升宣传广度曰开展一
次国防公益宣传月袁让国防
教育深入人心曰在九一八发
放一次防空警报袁提醒大家
勿忘国耻遥

所罗门群岛宣布与台湾
断交袁并表示要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交遥 这是蔡英文上台三
年多以来台湾丢掉的第六个
野邦交国冶袁台湾的野友邦冶至此
仅剩 16个遥

台湾不是国家袁世界大国
没有一个承认它的主权地位袁
仅有的一些小野邦交国冶纷纷弃
之而去遥 蔡英文当局在所罗门
群岛宣布与其断交的第一时
间指责中国大陆搞 野金钱外
交冶袁真是贼喊捉贼袁可笑至极遥

靠金钱来维系不正当对外野邦
交关系冶的恰是台湾当局袁他们
至今没搞清楚什么叫天下大
势袁以为这个世界上无论什么
都是野钱冶可以摆平的事袁他们
堪称是一群井底之蛙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去年美国
国会和行政当局多次发声袁警
告与台湾断交的那些国家可
能失去华盛顿的援助袁甚至遭
到美方的制裁遥 有国会议员还
专门就此提出法案遥 所罗门群
岛此举充分显示了美国压力
的局限性袁不合理的东西总是
难以维持的遥

台湾还将继续失去现有
的 野邦交国冶袁 直至可能落到
野零邦交冶的境地袁美国对台当
局的支持也恐难改变这个趋
势遥 原因太简单了袁中国已经
如此强大袁 在世界经济和政
治各个领域都已举足轻重袁
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都没有理
由站到北京的对立面遥 假使
美国最反华的议员和官员处
在那些小国决策者位置上袁
他们同样会选择北京遥

在过去袁 两岸还曾有过
野外交争夺战冶袁 台当局通过
野银弹外交冶撬走过个别北京

的邦交国袁还曾有过个别小国
在两岸之间跳来跳去的情况遥
但那样的情形近年逐渐绝迹袁
表明大多数小国抛弃台湾不
再是为了争取援助的最大化袁
与北京建交成为它们的长期
战略选择遥

野台独冶早已是自欺欺人
的政治标签袁与所谓野政治信
仰冶越来越没有关系袁多数野台
独冶分子堕落成了政治机会主
义者袁他们最关心如何利用两
岸对抗来谋取自己的政治利
益遥 主权不主权袁先喊几声捞
点政治分再说袁他们的心思大

多如此遥
台湾刚刚宣布对所罗门

群岛的野新援助计划冶袁无奈大
势难挽遥 所罗门群岛的离去必
将使台湾野固邦冶的压力和成本
进一步增加袁有什么办法袁不是
一个国家而偏要装成一个国
家袁它注定是个昂贵和风险重
重的游戏遥

希望华盛顿也接受台湾
野邦交国冶 越来越少的现实袁不
要强扭事态袁明知不可为而为
之遥 美国是大国袁利益触角很
多袁制定和推行战略尤其应坚
持顺势而为遥 渊本报辑冤

所罗门群岛与台断交是大势使然
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