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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让军功章更

闪亮

——安岳县军地携手提升军人尊崇感纪实
□ 龙亚东

立春时节，百草回芽。在
被誉为“中国柠檬之都”
的安岳，处处涌动着拥
军暖流，焕发出勃勃生机。
2 月 5 日，安岳县政府大楼
6 楼会议室座无虚席，来自县委、
县政府和县人武部、县民政局等
部门单位负责人与近百名军人
家属代表齐聚一堂，在这里举行
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大学生入伍
奖励金、立功受奖奖励金集中发
放仪式。伴随着欢快热烈的进行
曲，军人家属代表依次走上台，
从军地领导手中接过奖金和年
画，脸上写满了喜悦和自豪。
慰问活动。

安岳是兵员大县，
平均每年要向部队输送
优质兵员近 600 人，多
次荣获“双拥模范城”称
号，有着拥军优属的光
荣传统。
副 市 长, 安 岳 县 委
书记、县人武部党委第
一书记许志勋指出：
“党
的十九大把‘让军人成
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写进报告，为新时代拥
军优属工作提供了遵
循。我们对立功受奖军
人军属进行表彰奖励，
既是拥军优属的具体体
现，也是激励官兵投身
强军实践的重要形式。
只有让军人的荣誉感看
得见、摸得着，军人军属
才能真正感到荣光，爱
军拥军的社会风尚才能
真正形成。”为此，该县
成立了由县委副书记、
县长刘怀笔任组长的双
拥工作领导小组。在春
节前夕，安岳县军地联
合开展了军人军属春节
走访慰问活动，通过举
行义务兵家庭优待金、
大学生入伍奖励金、立
功受奖奖励金集中发放
仪式，登门送立功喜报，
走访慰问军属，送“光荣
军属”牌匾等系列活动，
进一步提升军人尊崇
感，营造了“一人参军，
全家光荣”的良好社会
氛围。

集中发放。

战士建功军营，
家乡盛传美名——
让军功章的激励效能最大化
2 月 4 日，距离春节还有 10 余天，对
于在西藏那曲军分区服役的安岳籍战士
张学忠的母亲来说，却是一个比过年还
值得庆贺的日子。前一天，她就接到了
县人武部的电话，告知第二天县里将举
行立功庆功表彰大会，军地领导将带队
把张学忠的立功喜报送到家里。喜讯如
同长了翅膀一样，很快传遍了张学忠入
伍地天马乡余海村。
次日清晨，天马乡的群众从四面八
方赶来，共同见证这一光荣时刻。上午 9
点半，伴随着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由县
人武部和县民政局组成的送喜报工作组
进入了乡亲们的视线。他们不仅带来了
张学忠的立功喜报，同时还有一块崭新
的“光荣军属”牌及装有米、面、油和挂历
在内的新年
“大礼包”
。

“感谢各位领导对我儿子的关心，我
将激励他更好地在部队建功立业，为国
家增光，为家乡人民添彩。”在现场，张
学忠一家拉着县人武部政委曾建平的手
激动地说，全家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
“开展送喜报活动是我们深入贯彻
习主席新时代强军思想，进一步激发全
县现役军人和预征青年立志报国热情的
有力举措。”曾建平说道。据了解，该县
举行庆功表彰大会，只是促进军人荣誉
返乡和提升军人尊崇感的一个缩影。
新时代，如何让军功章的激励效能
最大化？近年来，该县军地联手对送喜
报工作进行“升级提档”，协调有关各方
建立“喜报绿色通道”，涌现出很多送喜
报的新型喜庆形式，先后推出了“社区

军功榜”
“ 校园军人荣誉墙”等，让光荣
的氛围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各
乡镇、县直有关部门成立了双拥工作领
导小组，在县财政比较紧张的情况下，
优先保障优抚、双拥工作资金和经费，
确保各类优待、抚恤和补助资金及时足
额按最新标准发放。建立了优抚资金
自然增长机制，资金发放标准随着全县
经济社会的发展而逐年提高。近两年，
发放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大学生入伍一
次 性 奖 励 金 、立 功 受 奖 奖 励 金 2700 多
万元。县级各部门全面为官兵提供优
先、优质、优惠服务，客运、医疗、银行、
电信等服务行业普遍设立军人优先窗
口，司法、科技、文化等部门大力开展法
律咨询、援建图书室、举行军民联欢等
拥军爱军活动。

你在前方安心服役，
我在后方为你分忧——
做好荣誉返乡
“最后一公里”
培训会。
春节前夕，安岳籍战士李泓历家中
迎来了一批特殊的“亲人”，县人武部、县
民政局和乡镇领导来到他的家中送来了
由县委、县政府和人武部制发的“光荣军
属”门牌和慰问物资。
李泓历是安岳县岳阳镇人，2017 年
大学毕业后参军入伍，现服役于乌鲁木
齐空军某基地。
“‘光荣军属’门牌是党和政府给予
我们的荣誉，乡里乡亲看在眼里，都夸我
家儿子是个好小伙儿，这让我们脸上有
光。”李泓历的父亲欣喜地给前来慰问的
军地领导说道，
“ 儿子在部队成长很快，
变成熟了、懂事了，把儿子送到部队去是
最正确的选择，以后我们全家一定会支
持 儿 子 的 工 作 ，鼓 励 他 在 部 队 好 好 发
展。”
李泓历的母亲喜不自禁，当即拨通

了儿子的电话，分享家乡领导登门慰问 “光荣军属”牌，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的喜讯。曾建平通过电话告诉李泓历， 精神，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的务实之
家里的一切请他放心，人武部将为他们
举，有利于形成当兵光荣的良好导向。
排忧解难，并鼓励他安心服役，建功军
近年来，安岳县大力开展拥军优属系列
营。电话另一头的李泓历动情地说：
“有
活动。每年元旦、春节期间，县人武部联
了县人武部的关心帮助，我在部队一定
合县委、县政府印制双拥画报、双拥慰问
安心工作，努力学习，刻苦训练，为家乡
信送到广大现役军人亲属、各类优抚对
增光添彩！”
象手中。每年表彰“十佳好军嫂”
“ 好军
“‘光荣军属’门牌既是对军人的肯
属”
“优秀复退军人”，有效强化了当兵光
定，也是给予军属的殊荣。”随行的县人
荣、军人优先的认识。该县对驻安部队
武部副部长杜岭虎对笔者说，将战士在
随军家属未就业的人员发放生活补贴，
部队的成绩与亲人分享，既能调动他们
开展助力随军家属就业工程。公安、人
的训练积极性，坚定在部队发奋图强的
社、民政、教育等部门积极为随军家属的
决心和勇气，又能增强军属荣誉感，形成
生活、工作、子女上学等方面提供便利，
崇军尚武的良好风尚。
广泛开展对军属的入户走访活动，了解
为新战士送上“光荣军属”牌是荣誉
军属实际情况，对有特殊困难的现役军
返乡的“最后一公里”。据了解，此次军
人亲属及时纳入了相关救助范畴，大力
地领导联合上门到战士家中一一悬挂
开展排忧解难活动。

指导学生军训。
指导学生军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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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伍光荣，
退伍一样荣光——
退役返乡喜获五个
“专属荣光”
家住安岳县文化镇石林村的
龚青松怎么也想不到，自己退伍
后还能迎来县人武部和县民政部
门登门送喜报。2 月 5 日一大早，
该县人武部和县民政局就带领送
喜报工作组风尘仆仆地来到龚青
松家里，
把立功喜报、
慰问信、
慰问
品和慰问金交到了龚青松手上。
龚青松 2009 年入伍，在西藏
林芝某部队服役八年，于去年 12
月退役。在部队期间，他积极上
进，严于律己，素质过硬，作风优
良，连续多年获评“优秀士兵”，并
在 2017 年荣立
“三等功”一次。
“欢迎你光荣返乡。退伍后
有什么打算和要求尽管说。”在走
访现场，曾建平详细地询问起龚
青松退伍后的打算，县民政局也
在现场承诺将给龚青松提供就业
帮助。
“感谢人武部和民政局领导，
我一定奋发努力，发扬退役军人
退伍不褪色的精神，继续为家乡
建设出一份力。
”
龚青松激动地说。
入伍时敲锣打鼓戴红花，回
乡后依然要给他们荣誉感。安岳
县军地对退役军人的关爱早已形
成共识。据县民政局局长荣红艳
介绍，他们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过程中，围绕全社会
尊崇等课题，在全县部署开展“当
兵光荣、退伍荣光”活动，要求让
每个安岳籍的退役军人都享受到
5 个“专属荣光”：一是符合条件的
退役士兵 100%安置在全额拨款事
业单位。为全面落实退役安置政
策，按照党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
下优抚安置工作的政策要求，符
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安

置在财政全额拨款单位的比例不
低于 80%，该县 100%安置在全额
拨款事业单位，退役士兵安置工
作公开透明，以量化考核得分确
定选岗先后。二是全面开展退役
士兵免费技能培训。退役士兵报
到之时，及时通知和征求退役士
兵职业技能培训意向，选择县内
有较雄厚师资力量的职教中心和
驾校作为退役士兵免费技能培训
基地，
开设电脑、
电工、
驾驶等多专
业满足退役士兵培训需求，
在职教
中心培训期间免学费、免食宿费，
驾校培训补助学费，近两年来，该
县补助退役士兵技能培训费用 60
万元，
免费培训职业技能400余人，
推荐就业率 90%以上。三是按时
足额发放退役士兵自主就业一次
性补助金。及时接续退役士兵养
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近两年来，妥
善安置退役士兵1200余名，
发放自
主就业一次性补助金 3200 多万
元。四是充分保障残疾军人、
带病
回乡退伍军人、参战参试退伍军
人、
年满60岁农村籍退役士兵生活
补助等抚恤补助资金及时足额兑
现；
全额资助 1-6 级伤残军人参加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资助 1-6级伤
残军人以外的其他重点优抚对象
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五是积
极开展
“爱心献功臣”
活动，
帮助重
点优抚对象排忧解难，
平时经常走
访看望，了解他们生活上的困难，
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
创新关
爱帮扶举措，
率先设立退役军
人关爱帮扶基金，率先引
进社会组织服务退伍军
人，
取得显著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