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渊特约记者 徐小平冤9月
30日上午袁湖南省怀化市各界干部与
群众代表一起袁来到怀化烈士陵园革
命烈士纪念碑前袁向人民英雄敬献花
篮袁缅怀革命先烈袁铭记初心使命遥

革命烈士纪念碑前袁 松柏苍劲尧
庄严肃穆遥 上午 9时袁向烈士敬献花
篮仪式正式开始遥 奏响叶义勇军进行
曲曳袁 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遥 国歌唱毕袁全场肃立袁向为中国
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

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遥 默哀毕袁少先队
员们在烈士纪念碑下唱响叶我们是共
产主义接班人曳袁向烈士致敬遥

以怀化市委尧市人大尧市政府尧市
政协尧怀化军分区尧驻怀 96603部队尧
怀化市各界人民群众名义敬献的 7个

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袁 花篮红色缎带上
写着野烈士永垂不朽冶遥在深情的叶献花
曲曳中袁14名礼兵抬起 7个花篮袁缓步
走向革命烈士纪念碑袁 将花篮敬摆放
在纪念碑前遥省政协副主席尧市委书记
彭国甫神情肃穆袁 缓步走到纪念碑前
三鞠躬袁驻足凝视袁为花篮整理缎带遥

随后袁出席仪式的领导与各界代
表一道缓步绕行袁瞻仰烈士纪念碑袁寄
托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

意袁追思他们对党忠贞不渝尧舍生忘死
的崇高精神袁 以此激励全市干部群众
继承先烈遗志尧弘扬革命精神袁坚定不
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
进袁推动总书记对湖南野三高地冶野四个
新冶的新期望在怀化落地落实袁奋力开
创怀化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遥

本报讯渊通讯员 夏泽彪冤缅怀先
烈袁铭记历史袁珍爱和平遥9月 30日袁湖
南省邵阳市松坡公园革命烈士纪念广

场袁烈士公祭活动隆重举行遥 党政军领
导及烈属代表尧军转干部代表尧退役士
兵代表尧驻邵部队官兵代表尧学校师生
代表尧各界干部群众代表参加袁深切缅
怀先烈丰功伟绩袁 弘扬革命先烈的崇
高精神袁向人民英雄致以崇高敬意遥

阴雨笼罩下的松坡公园革命烈士

纪念广场格外庄严肃穆遥 上午 9时 30
分袁烈士纪念日公祭烈士大会开始袁全
体肃立袁脱帽向烈士默哀袁并奏唱叶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曳遥 在深情的叶献花
曲曳旋律中袁礼兵们抬起花篮袁缓步走
向革命烈士纪念碑袁 将花篮摆放到纪
念碑前遥 党政军主要领导缓步走到纪

念碑前袁在花篮前驻足凝视袁仔细整
理花篮缎带遥 随后袁参加活动的各界
代表排队依次手持菊花袁向纪念碑鞠
躬袁将菊花放在纪念碑前袁绕纪念碑
一周袁表达对英烈们的无限敬仰和怀
念之情遥
公祭活动既是对先烈的缅怀袁也

是一堂特殊的党课袁更是一次灵魂的
洗礼遥仪式结束后袁大家纷纷表示袁一
定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光荣传

统和优良作风袁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袁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

奋斗袁 为实现强国强军梦贡献力量遥
驻邵部队官兵代表表示一定听党话袁
跟党走袁牢记强军目标袁苦练本领袁为
国防和军队建设做贡献袁为祖国的建
设和发展保驾护航遥

10月 7日袁武警广西总队钦州支队过节不忘战备训练袁积极
组织特战队员开展野外反恐演练遥 演练中袁特战队员瞄准山地反
恐作战中的短板弱项袁 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下开展了山林地捕歼尧
汽车反劫持尧山地攀登等课目训练袁全面摔打磨砺特战队员的反
恐打赢本领遥 渊蔡浩/摄影报道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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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这个活动搞得好啊浴 现在我们学
校的学生娃娃们都说要向哥哥们学

习袁长大后也要穿军装保家卫国哩浴 冶
在湖南省株洲市渌口区新兵入伍欢送

大会暨第 20 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
启动仪式上袁 梓湖小学的校长这样对
记者说道遥 将新兵入伍欢送大会搬到
学校举行袁 让孩子们实景实地感受浓
浓国防情袁 这是渌口区人武部创新开
展青少年国防教育的一个缩影遥 近年
来袁渌口区人武部凝心聚力袁创新青少
年国防教育模式袁 持续推进青少年国
防教育走深走实遥

校内+校外袁教育阵地开疆拓域
国防教育事关国家长治久安袁建立

和巩固多形式尧全方位尧综合型的国防
教育阵地袁是一项宏大的工程遥近年来袁
渌口区人武部针对辖区内中小学存在

的国防教育场所不健全袁教育阵地辐射
对象范围小的窘状袁 积极争取各方支
持袁持续投入资金袁自 2018年起袁该区
人武部每年以 3 至 4所的速度为辖区
内中小学建设国防教育室袁并计划在 5
年时间内实现全区 20多所中小学国防

教育室全覆盖遥走进梓湖小学新修建的
多功能国防教育室袁众多的国防元素瞬
间袭来袁记者看到袁国防教育宣传横幅尧
全军十大英模画像尧国防和军队建设发
展的历史尧当地烈士名录等国防教育资
料一应俱全遥

新建国防教育室让国防教育触手
可及袁 而国防教育基地的建设则让国
防教育走得更远遥近年来袁渌口区人武
部还结合区情实际袁 利用本地丰厚的
红色文化资源新建伏波公园等一批红

色文化国防教育基地遥 野我们建设一个
又一个国防教育平台就是为了能更好
地开展国防教育工作袁 引导广大中小
学生增强忧患意识和国防意识袁 促使
他们不断增强国防观念袁 争做一名合
格的接班人遥 冶谈到建设国防教育阵地
的初衷袁 区人武部政委何波的话语朴
实却掷地有声遥

学校+家庭袁教育活动丰富多彩
野当时环境很恶劣袁地下埋满了地

雷袁 稍有不慎袁 就永远留在了战场上
噎噎冶9月 19日袁 是第 20个全民国防
教育日袁在杨得志红军小学内袁参加过

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陶友为和杨代全两
位老兵动情地为在场的学生们讲述着

当年的峥嵘历史遥字字泣血尧声声可歌遥
声情并茂的叙述袁让学生们仿佛置身那
段烽火岁月遥 当日袁辖区内其他 4所学
校也同步开展了国防知识竞赛尧国防知
识演讲尧 国防知识手抄报比赛等活动遥
依托重要纪念日组织开展系列国防教
育专题活动袁这是渌口区人武部推动国
防教育进校园的常态化做法遥

学校是国防教育的主阵地袁家庭是
国防教育的第一课堂遥 为此袁在深入开
展学校国防教育的同时袁该区灵活开展
各项活动加强家庭国防教育袁让国防教
育不下课遥 近日袁该区人武部组织该区
松西子社区开展的一场野我是小小特种
兵冶家庭军事日活动便是活动之一遥 其
中袁宝贝军事冲关尧CS真人对抗赛等精
彩刺激的比赛环节让孩子和家长都直

呼过瘾遥一名刚参加完比赛的家长兴致
盎然地说道院野这样家庭齐上阵的军事
实景体验袁 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能力袁
也让我们家长耶恶补爷了国防知识遥回到
家袁我们也能更好地对孩子进行国防知
识辅导遥 冶

线下+线下袁教育渠道推陈出新
中小学作为教育的基础袁 是学生

思想观念初步形成的关键时期袁 也是
普及国防知识的黄金期遥 为此袁该区将
国防教育课程纳入学校教学体系袁打
牢中小学生国防教育思想根基曰 积极
发挥辖区内红色资源优势袁 培训基干
民兵教练员为中小学开展军训曰 将全
军十大英雄模范故事和以上将杨得志
为原型的叶将军文化曳编成样板教材袁
融入日常教学遥

线下发力的同时袁线上教育也不能
缺位遥 点开 野掌上渌口冶 手机客户端袁
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 主题教育尧拥军
爱军模范人物事迹等专栏分外醒目遥
野你看袁从这里点击进去袁就能方便阅读
各个模范人物的感人事迹遥 冶区人武部
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道遥 说话间袁区电
视台新闻栏目正在播放国防教育系列
报道袁主持人绘声绘色的宣讲袁引来小
朋友们纷纷驻足观看遥 记者了解到袁广
播尧电视尧网络等传媒为一体的国防教
育宣传网络袁为该区营造了关心支持国
防和军队建设的良好氛围遥

金秋九月袁是收获的季节遥 近
日袁记者来到位于湖南和广东广西
三省交界的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
县袁 走进瑶山深处大锡乡新安村袁
寻求昔日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印

记袁却惊喜发现袁人们在田间地头
劳作袁橘子压弯了枝头袁满山茶叶
绿油油袁红的尧绿的尧紫的蔬菜缀满
了田间地头袁好一幅脱贫致富丰收
地图遥

野还记得当时翻山越岭走两个
多小时山路第一次到这来的情景袁
田地荒芜袁杂草丛生遥 冶回忆扶贫之
初该村的情景袁江华县人武部政委
唐海东感慨道袁当地居民每天只吃
两顿饭袁以杂粮为主食袁生产生活
条件十分原始落后遥 因为穷困袁因
为闭塞袁 没有女人愿意嫁进去袁嫁
过去的女人很多后来也跑了袁导致
出现了祖孙三代光棍的现象遥

野2014 年袁 我们全村 153 户
655 人中袁 贫困人口就有 101 户
475 人袁贫困人口比例之大给驻村
扶贫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袁但是没
有什么困难能够难倒英勇的人民
解放军遥 人武部官兵驻村后袁立即
建强班子尧选准路子尧走好步子袁我
能真切地感受到咱村一天比一天
好遥 冶新安村村主任王政英开心地
说道遥

脱贫攻坚贵在精准尧重在落实尧
关键在人遥为此袁建强一个领导班子
显得尤为重要遥 该县人武部深谙其
理袁 他们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
情况袁 把阵地建设当成扶贫工作最
基础的部分来抓袁 打造一支坚强有
力的基层党组织队伍袁 要求每月驻
村工作 20天以上遥每名干部职工负
责帮扶 5户贫困户袁 同时动员引导
村里的党员干部尧 致富能手也参与
结对帮扶袁 干部职工坚持每月走访
看望帮扶对象袁面对面了解尧帮助解
决现实问题遥遇有重大任务袁主官带
队入户开展工作袁 对重大难题亲自
协调解决遥 野4年来袁不管工作再忙袁
赵峰部长始终坚持每月入户走访两

次以上袁 村里各个角落都留下了他
的脚步和身影遥冶谈起扶贫工作的点
滴袁驻村工作队员李剑介绍道袁领导
班子的示范带头作用袁 老百姓都看
在眼里尧记在心里遥

走在乡间的公路上袁只见主干
道已经全部实现路灯照明袁道路两
边新房林立遥放眼远望袁水果林尧蔬
菜棚尧茶叶山噎噎目之所及袁一派
生机袁俨然一幅富饶美丽幸福新农
村的新景象遥 驻村工作队长杨辉
说袁他们突出野扶贫先扶智冶袁鼓励
贫困户摒除野等靠要冶和野应得冶思
想袁依托政策支持袁提高自身发展
能力袁自力更生袁艰苦奋斗袁着力抓
好重点项目资产收益分配袁包括产
业帮扶到户模式的脱贫项目以及
扶贫产业入股分红项目建设等袁切
实保障扶贫资金全部发放至贫困
户手上袁 提高群众的生产生活水
平遥 目前袁村里种植水果 100亩以

上曰发展食用
菌 15 万筒以
上 曰 种植生
姜尧茄子等蔬
菜 100亩曰种
植高山茶叶
50 亩 以 上
噎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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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后面蕴
含的是驻村
扶贫工作队
的真情倾注遥
村秘书熊瑞
英告诉记者袁
驻村扶贫队
想方设法为

村里争资引
项袁帮助贫困
户和村组干
部解决子女
入学尧优惠贷
款尧产业扶持
等实际问题袁
先后组织了
军民联欢晚会尧庆野八一冶茶话会尧
野精准扶贫冶有奖知识竞赛等活动袁
既生动宣传扶贫政策知识袁又通过
互动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遥 野第
一次下村袁赵峰部长就被我们这里
的面貌所震撼袁也被我们瑶山人民
的淳朴热情所感动袁随即当场决定
个人每年拿出 1.2 万元资助 6 名
品学兼优的贫困学子袁现在还一直
在坚持遥 冶每每说起这段经历袁一名
被资助的贫困学子都感动得热泪
盈眶遥

野快袁快袁快进来坐坐袁喝杯茶
噎噎冶 贫困户老钟见记者与工作队
随行袁便热情地招呼大家到家里坐遥
他向记者介绍道袁多谢驻村扶贫队袁
让他们一家顺利脱贫摘帽袁2018年
底袁 他们彻底告别了低矮潮湿的土
砖房袁 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易地移民
集中安置房遥 这几年心情越来越顺
畅袁日子也越过越红火袁特别要感谢
唐海东政委淋着大雨袁在疫情期间袁
给他孙女送了高考野大礼包冶袁她今
年考上了理想的学校遥

记者了解到袁20多年来袁 县人
武部一直挂点联系大锡乡袁积极参
建参治袁 以实际行动践行宗旨袁持
续多年在该乡派驻工作队扎实开

展精准扶贫工作袁 先后转战明星
村尧新安村等多个重点村遥 2014年
开始袁县人武部又单独负责大锡乡
新安村的精准扶贫工作袁2016年底
该村实现整村脱贫并通过了省扶
贫办组织的专家组实地评估验收袁
目前县人武部继续派驻工作队巩
固脱贫成果袁 没有发生返贫现象遥
人武部驻村扶贫队全体工作人员
表示袁道阻且长袁行则将至遥他们将
拿出野敢教日月换新天冶的气概,鼓
起野不破楼兰终不还冶的劲头袁向贫
困发起总攻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收
官战遥

———株洲市渌口区人武部创新开展青少年国防教育纪实
本报记者 叶思慧 通讯员 何 冲

脱贫清零看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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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通讯员 谭绪卫 梁铨显冤
9月 30 日袁湖南省衡阳市在市烈士陵
园举行公祭活动遥 衡阳市委尧市人大尧
市政府尧 市政协和衡阳警备区五大家
领导袁 与全市社会各界干部群众代表
及烈士家属代表一同来到市烈士陵
园袁 向衡阳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
篮袁 参观烈士陈列馆袁 深切缅怀革命
先烈的丰功伟绩遥

金秋的市烈士陵园庄严肃穆遥 全
市各界干部群众尧 烈士家属代表尧驻
衡部队官兵尧民兵预备役人员及退役
军人代表 600 余人排着整齐的方阵袁
肃立在衡阳革命烈士纪念碑前遥

上午 9时许袁 公祭活动在雄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袁 全体
人员齐唱国歌遥 随后袁全场肃立袁向为
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

英勇献身的烈士们默哀遥 默哀完
毕袁少先队员面向衡阳革命烈士纪
念碑敬少先队队礼袁齐唱叶我们是
共产主义接班人曳遥

肃穆的叶献花曲曳响起袁战士们正
步向前袁抬起花篮缓步登上纪念碑基
座袁将花篮轻轻放下遥 市领导为花篮
整理缎带袁并三鞠躬袁绕革命烈士纪
念碑缓步行进瞻仰遥出席仪式的各界
代表缓步绕纪念碑行进瞻仰袁向纪念
碑敬献鲜花袁寄托深切哀思遥

随后袁衡阳市领导与各界群众
一同参观了革命烈士陈列馆遥 在讲
解员带领下袁他们重温革命先烈们
的英雄事迹袁 感悟他们舍生忘死尧
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怀袁
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砥砺奋进

的精神力量遥

缅怀革命先烈袁弘扬英雄精神遥9月 30日袁在第 7个烈士纪念日之际袁湖南省多地开展纪
念烈士活动袁以此表达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遥

国防教育 在身边

“长大后也要穿军装保家卫国”

衡阳市院重温事迹袁汲取力量

邵阳市院铭记历史袁珍爱和平

怀化市院缅怀先烈袁铭记初心

图片新闻

银礼兵抬起花篮袁缓步登上纪念碑基座遥 梁铨显/摄

银7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遥 徐小平/摄

银各界代表将菊花放在纪念碑前以表敬仰和怀念遥 夏泽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