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处黄海之滨、长江之畔的江苏省
南通市，是一片红色热土。1930 年，这
里诞生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苏省境
内唯一隶属中央红军序列的中国工农
红军第十四军。1941年，这里又走出了
享誉全国的拥军支前典范角斜“红旗民
兵团”。历经抗日战争时期艰苦卓绝的
反“清乡”斗争、解放战争时期苏中“七
战七捷”、改革开放初期全国首创“军人
家庭服务中心”，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
改革发展中，红色基因在南通代代相
传。进入新时代，向全国双拥模范城
“七连冠”冲刺的南通展示出了江风海
韵双拥情的别样风采。

名城创新多 军转干劲足

欢迎仪式的分量

7 月 29 日，南通市举行欢迎仪式，
迎接200余名军转干部退役返乡。

欢迎仪式上，军转干部重温军人誓
词。仪式之后，军转干部安置前适应性
培训班开班，为期 3天的培训包括安置
政策宣讲、南通发展规划介绍、心态调
适等，帮助他们转变择业观念、端正择
业心态、适应角色转换。

一个欢迎仪式的分量有多重？
“入伍时敲锣打鼓戴红花，退役返乡同
样要给予荣誉感。”这是南通市各级关
爱退役军人的一个共识。

分布在南通各地的军转干部们
铆足了劲头，积极参加地方经济社会
建设。在拥军的事情上，他们更是率
先垂范，实干巧干，不负人民期盼，把
实事做在军人军属和优抚对象的心
坎儿上。

2016年以来，南通市助力驻军部队
打造现代化绿色营区，全力保障营区设
施配套工程、道路连通工程、绿化美化
工程、信息网络工程、交通便利工程、文
化休闲工程、菜篮子工程“七大工程”建

设。军转干部东奔西走，出了大力。
这期间，新建改建国防公路和迂

回道路 3 条、军用公路 13 条，还对某
油库营区交通进行整体改造。南通
海警大队组建后，各县（市、区）不到
两个月无偿调整出营房 1 万多平方
米，并修缮一新。全市先后为部队执
行各类作战训练任务提供交通运输
保障 49 批次，参与人员 856 人次，支
持各类车辆 235 台次、汽渡船 9艘次。

创新不止步。10 月 15 日，南通市
委召开常委专题议军会，重点研究讨论
部分驻军部队建设和官兵待遇问题，协
调解决医疗保障社会化等事项。

各界齐动员 拥军力量大

品牌的叠加效应

7 月 26 日下午 3 点多，酷暑难耐，
烈日当空。闻名全国的角斜“红旗民
兵团”所在地、海安市滨海新区江海村
十六组村民储祥芳的家门前鞭炮阵
阵、热闹非凡。海安市双拥办以敲锣
打鼓的喜庆方式，为现役军人庄俊卿
家属储祥芳送去二等功喜报和一份特
别奖励。

9月 25日，崇川区新城桥街道易家
桥社区工作人员，与老党员朱振洲一
起，来到 83岁退役老兵王元道家中，将
“光荣之家”牌匾郑重地悬挂在老人家
门上。

服务好在伍的，保障好退伍的。时
隔两个月，“送喜报”和“挂光荣牌”这两
件事，在当地还被许多干部群众津津乐
道。

统计显示，2017 年以来，南通市为
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发放光
荣牌 28 万多块。中央和省部署换发
统一样式的“光荣之家”牌匾以来，南
通市采用领导挂钩督办、部门结对联
办、社会组织协办的方式，党政军民
齐发动，社会各界全参与，圆满完成
了全省下达的首批 9万多块牌匾换发
工作。

南通市还成立拥军优属促进会，筛
选一批优秀社会组织，建立特殊对象重
点服务、一般对象常态服务的分类管理
服务体系，分类提供就业就医、助餐助
力、帮困解困、心理疏导等长期高效的
志愿服务，相继涌现出“南通爱国拥军
基金”“海门双拥志愿者协会”等社会化
拥军品牌。市区 43名退役军人“党员的
哥”自发成立“拥军车队”，连续 6年为现
役军人、残疾军人和军烈属在市区免费
提供打车服务。今年 8月，海安市“拥
抱”老兵志愿服务项目获评江苏省优秀
志愿服务项目。

双拥品牌的叠加效应，正在南通显
现。在市慈善总会设立冠名基金“南通
市退役军人关爱基金”，募集首期注入
资金 500万元。全市所有公园、图书馆、
博物馆、科技馆等场馆均向现役军人免
费开放。现役军人乘坐公交车一律免
费。南通大学附属医院连续 20年为边
防支队官兵免费体检。

南通市出台社区拥军优属工作规
定，实现城乡拥军优属工作站全覆盖，
建立现役士兵一人一档资料库。

帮精准脱贫 助绿色行动

爱民奉献新作为

5月 14日下午，正在田里摘蚕豆的
海门市四甲镇许廷忠老伯，迎来 20多位
穿着迷彩服的特殊“客人”。

他们一到许老伯家，就主动分工：
一组人帮许老伯摘蚕豆，另一组人帮许
老伯打扫家里卫生，大家忙得热火朝
天。原来，部队官兵了解到驻地有一些
像许老伯这样的退役军人，面临家庭经
济困难、本人或家人身体不好、家中无
劳力干农活等难题。部队主动联系当
地党委、政府，共同开展帮扶困难退役
军人家庭活动。

进入新时代，驻军部队主动融入南
通经济社会发展，在承担好维护稳定、
抢险救灾、安全保卫等各项任务的同
时，创新爱民助民利民举措，致力改善

民生，积极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近 3
年累计帮扶贫困村 17 个、贫困户 731
户、贫困人口 2014 人，截至今年 9月已
全部脱贫销号。异地扶贫的井冈山茅
萍乡宣布脱贫后，经海门市人武部大力
协调，又继续援建农村公益性公墓、街
道亮化美化等项目。

南通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下大力
气治水、管气、修土。驻军部队勇当排
头兵，从建设绿色营区到助力地方建设
垃圾集中处理站，以实际行动展现出了
军人好形象，树立起军队好样板。

精神有传承 未来天地广

大中小学军味浓

2012 年 10 月，江苏省第三所红军
小学——中国工农红军南通理治红军
小学接受授旗、授牌，成为全国百所红
军小学之一。

2015年，有着 109年办学历史的南
通中学，被教育部、公安部、原解放军总
政治部挑选成为首批 16所空军青少年
航空学校的承办中学之一。

国防教育从娃娃抓起，强国梦强军
梦从少年点燃。

更令人称道的是，今年“南通”舰刚
一入列，南通大学便积极共建国防教育
基地，开展互动式智力拥军，为“南通”
舰官兵提供学历提升、文化建设等服
务。

基础打得牢，各界行动早。
统计显示，迄今为止，南通全市共

有 14所大中小学被评为“全国国防教育
示范校”“全国国防教育特色学校”，全
市共建成各级各类国防教育基地 45个，
其中国家级 1个、省级 9个，累计接待社
会各界群众600多万人次。

长江奔腾，那是在倾诉军爱民的情
意；大海咆哮，那是在欢唱民拥军的赞
歌。

烙上了红色基因的这片热土新征
程上再出发，同心合力永奋斗，新时代
的双拥篇章续写得更加灿烂夺目。

感悟江苏省南通市新型军政军民关系

江 风 海 韵 双 拥 情
■焦广琪 张 华 陈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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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拥影像

热点聚焦

“双拥模范城（县）”创建

双拥见证

城市双拥名片

提及“军人家庭服务中心”，许多

人知道，这一帮助军人家庭排忧解难

的群众性服务机构，正是由江苏省南

通市首创，尔后向全国推广普及的。

放眼全国全军，不少双拥品牌就

是在实践中应运而生并发扬光大。做

好新时代双拥工作，有两道必答题：双

拥工作的初心是什么？双拥工作的创

新在哪里？

初心匡正创新，确保双拥不忘本来。

肇始于延安的双拥运动，从实践

中产生又服务于不断深化的实践，其

本义就是“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

（属）”的相互统一。“空谈误国，实干兴

邦。”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证

明，双拥工作无论怎样创新发展，军民

之间双向互动、共同受益的本质属性

永远不变。近年来，个别地方、个别领

域双拥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苗头警示我

们：千招万招，不落实就是虚招；千条

万条，不落实就是白条。新时代双拥

工作不争彩头，不开虚花，务必做到双

拥的观念要务实，双拥的作风要扎实，

双拥的事务要落实，凡涉及军人军属、

优抚对象的待遇问题、现实难题，承诺

一旦作出，就要坚决兑现，决不放空

炮，还要力争少一些遗憾。

创新映照初心，推动双拥关注当下。

双拥在基层，关联大民生。近年

来，双拥工作任务从基层抓起，政策

法规在基层落实，发展成果向基层惠

及，推动解决了一大批涉及部队官兵

和广大优抚对象切身利益的问题。

这是因为双拥工作扎根现实土壤，总

是关注和解决现实问题为己任。党

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毋庸讳言，军人军属和广

大优抚对象对民主、法治、公平、正

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

长，以双拥为特殊载体，以双拥为特

殊纽带，关注和解决这些问题，创新

发展的空间的确很大。

共筑双拥诚信，牵引双拥面向未来。

不忘初心，双拥创新的脚步才会

更扎实；善于创新，双拥工作的天地

才会更宽广。初心与创新，统一在一

个“信”字：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

诚信和司法公信“四位一体”，方可构

建起双拥工作的大诚信格局。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着重研究了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

干重大问题，全会决定中强调完善双

拥工作和军民共建机制，加强军政军

民团结。这也启示我们，以双拥工作

为载体，助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可谓恰逢其时，广大

军民大有可为。

双拥的初心与创新
■孙艺豪

军地时评

“呕心拂晓、浴血中原”，这是彭
小枫将军对姜鸿起烈士的题词。姜
鸿起烈士是河南省扶沟县人，生前曾
任新四军《拂晓报》编辑记者。如今，
姜鸿起烈士纪念馆成为当地军民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
一个重要场所。

为进一步强化党性修养，增强
宗旨意识，使“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走深走实，扶沟县人
武部多措并举组织全体干部职工、
乡镇专武干部和参加年度军事训练
的民兵开展理论授课、参观见学等
教育活动。

向先辈学初心
■宁江伟 纪俊辉 文/图

21年前，23岁的周冬梅嫁给了安徽
省宿松县五里乡黎冲村的石旺国。次年
他们的儿子降生了。

一家人其乐融融，过着平静而幸福
的日子。邻居们好生羡慕！

就在一家人沉浸在幸福和喜悦之中
时，2007年原本身体健康的公公突然感
觉不适，去医院接受一系列检查之后被
确诊为胃癌晚期，先后辗转数家医院治
疗，高额的医药费花光了一家人所有积
蓄，又欠下数万元外债。

面对家庭突然变故，周冬梅义无反顾
地担负起照料公公衣食起居的重任。公
公重病期间，她端屎端尿，从未有过半点
怨言。遗憾的是，尽管一家人竭尽全力筹
钱为老人治病，两年后饱受病魔摧残的老
人还是撒手人寰。

全家人好不容易从悲痛中走出来，
不幸却再次降临。2016年下半年，石旺
国被确诊为高危胃肠道间质瘤。犹如晴
天霹雳，周冬梅当时就蒙了。面对巨大
的经济压力，望着情绪低落的丈夫和满

面愁容、还在上学的儿子，周冬梅一度茶
饭不思。

周冬梅平静下来之后下决心，只要
丈夫还有一口气，哪怕借债也要把他的
病治好。丈夫吃药，孩子读书，大量开支
让原本拮据的家庭更加艰难，周冬梅省
吃俭用，操持着尽量多赚些钱。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儿子渐
渐长大成人了。周冬梅同丈夫商量，决
定让儿子高中毕业之后参军。懂事的儿
子有些犹豫，他不忍让母亲独自一人在
家操劳。周冬梅就劝说：“儿子，你放心
去当兵，家里的事情，你不用担心！”

2017 年 9月，在周冬梅勉励和引导
下，儿子报名应征，到火箭军某部服役。

柔肩挑重担，盼儿当好兵。入伍两
年来，周冬梅的儿子不负母亲期望，积极
投入训练、战备工作，加强党的创新理论
学习，先后被评为新兵训练标兵和优秀
士兵，在训练之余，他还主动参加爱民助
民活动，赢得了战友们的好评和驻地群
众的称赞。今年又留队选取为士官。

安徽省宿松县农家妇女周冬梅深明大义

柔肩挑重担 盼儿当好兵
■刘 喜

20年前，9岁小姑娘李红因车祸导
致重型颅脑损伤，住进了原解放军第
88医院神经科。而这一住就与科室的
医护人员结下了不解之缘。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新婚燕尔的
李红特意带着丈夫再次来到联勤保障
部队第 960医院泰安院区（原解放军第
88医院）神经外科看望（右上图），向 20
年来一直帮助自己的恩人们汇报：因
为有你们，我也成为了一名医护人员，
并组建了自己幸福的小家！

1999年 8月 29日清晨，家住山东省
泰安市高新区良庄镇大延东村的李红像
往常一样，帮妈妈推着一车青菜，准备到
市场上售卖。突然，一辆急速驶来的摩
托车把9岁的她撞倒在地。

很快，李红被送到了当时的解放
军第 88医院神经科抢救。时任神经科

主任王树新迅速组织专家会诊，诊断
为重型颅脑损伤，必须立即进行颅内
血肿清除手术。

医护人员经过 6个小时奋力抢救，
终于把李红从死神手中夺回。

刚开始，李红经常处于昏迷状态，
每每醒过来的时候，她总是轻声地说：
“爸爸妈妈，你们别哭，我不痛。”回忆
起这些情景，王树新依然记得当年小
姑娘乖巧、懂事的模样。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王树新逐渐

了解到，李红的懂事与家庭环境关系很
大。她的母亲和姐姐都在患病，父亲是
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几亩薄地就
是唯一的经济来源。出事之前，李红每
天都帮着妈妈推车卖菜，这样才能够凑
够学费。出了车祸，住院费、医疗费都
是摆在一家人面前的大难题。

王树新立即向医院反映这些情
况，院领导当即决定免除李红的手术
费用以及后续复诊的相关医疗费用。

李红出院时，她就诊的神经科二病
区所有医护人员还为她捐款捐物，让她
有条件继续走进宽敞明亮的教室学习。
“我出院那一天，王主任和护士长

带领几名医护人员把我送到学校，并
用科室人员的捐款帮我交了学费。”李
红说。

在后期的治疗复查过程中，李红
和二病区的医护人员结下了深深的
情谊。

2006年，王树新要退休了，李红是
他退休前的一个牵挂。“王主任，您放
心吧，咱二病区会一直照顾她的！”从
这一年起，新任科主任刘玉河，接过了
持续帮助李红的爱心接力棒。

每年寒暑假，刘玉河和医护人员
都会去李红家中看望，为她送去生活
学习用品，做好帮扶工作。

2010 年，李红以高分考入陕西省
一所重点大学，并选择了与医学相关
的药学专业。为什么会选这个专业？
“我想成为像王主任、刘主任一样的好
医生！”李红说。

那年，李红开学前，科主任刘玉
河、护士长李英以及神经内科主任王
立群、护士长仲娜等医护人员代表，赶
到李红家中，将 7000 多元现金和一些
生活、学习用品交到李红手中。当时，
远在非洲维和的神经内科护士长毕玉
洁还给李红送上了祝福。

2018年研究生毕业后，李红顺利进
入江苏淮安一家三甲医院的肿瘤科，从
事配药工作，如愿成为一名“白衣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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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5日，山东省枣庄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枣
庄市体育场联合举办退役军人“就业直
通车”专场招聘会。

据悉，来自山东省内 60 余家用人
单位前来招聘，共提供 800 多个就业岗
位。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现场统计显
示，有 2200 多名退役军人前来咨询，最
终与用人单位达成就业协议的超过
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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