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别山大别山，，英雄山英雄山。。

曾经曾经，，大别山脚下大别山脚下55万多新县儿女前赴万多新县儿女前赴

后继后继，，走进枪林弹雨走进枪林弹雨，，走出了许世友走出了许世友、、郑维山郑维山

等等4343位开国将军位开国将军。。

英勇的新县人民坚韧不拔英勇的新县人民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百折不回，，

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2828年红旗不倒年红旗不倒””的的

奇迹奇迹。。

岁月不居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时节如流，，新县儿女与人民新县儿女与人民

军队血浓于水的亲情仍然在延续军队血浓于水的亲情仍然在延续，，根植红根植红

色沃土的双拥情历久弥新色沃土的双拥情历久弥新。。

近年来近年来，，新县县委新县县委、、县政府在以习近平县政府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认真贯认真贯

彻落实全国和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部署要彻落实全国和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部署要

求求，，紧跟时代发展紧跟时代发展、、把握时代特点把握时代特点，，不断赋不断赋

予新时代双拥工作新内涵予新时代双拥工作新内涵，，在逐梦富国强在逐梦富国强

军的征程中谱写了一首首鱼水新歌军的征程中谱写了一首首鱼水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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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下唱响鱼水新歌大别山下唱响鱼水新歌
——新县新时代双拥工作纪实新县新时代双拥工作纪实

血染大别红旗扬，苍生济济拥红军。
革命战争年代，新县是黄麻起义策源

地、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刘邓大军千里
跃进大别山落脚地……这里是全国著名、
河南唯一的将军县。“家家有红军、户户有
烈士，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的传奇故
事在新县广为流传，成为当年新县人民誓
死拥护红军的生动写照。

2019年 9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
南视察，他首先来到位于新县的鄂豫皖苏
区首府烈士陵园，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
花篮，瞻仰革命烈士纪念堂。随后，他参观
了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并看望了
当地红军后代、烈士家属代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三个怎么来
的’，为新县做好双拥工作指明了方向。”新
县县委书记吕旅说。

赓续优良传统，一步一个脚印走，一棒
接着一棒干。新县把做好双拥工作作为落
实习近平强军思想的一项政治任务，融入
老区建设发展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县委、县政府把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
作为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列为“一把手”
工程，自觉做到“五个统筹”。把双拥工作
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驻新部队建设的规划
方案，做到统筹发展；纳入年度工作目标，
做到统筹推进；纳入财政预算保障，做到统
筹谋划；纳入军地互办实事范畴，做到统筹
安排；纳入全民国防教育范围，做到统筹组
织。确保“双拥”工作政策不变、力度不减。

坚持县乡党政主职抓“双拥”，建立完
善双拥工作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形成了
主要领导挂帅，军地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社
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

每年2次以上双拥专题研究会、每年2
次以上军政座谈会或联谊会、县乡每年 2
次以上走访慰问驻新部队官兵和部分重点
优抚对象……近年来，新县全面落实党委
议军会议、双拥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等制度，
完善《双拥工作领导小组职责》《双拥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等工作制度，形成
了科学完备、常态常效的双拥制度体系和
工作机制。

新县连续八届获评“河南省双拥模范
县”、连续两届获评“全国双拥模范县”，被中
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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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7 日，连日来的雨水送来清
凉，正值“八一”前夕，位于新县英雄山
和凤凰山之间的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
博物馆，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在
馆内陈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架飞机

“列宁号”前，来自大别山干部学院身穿
红军服的学员，正仔细聆听讲解员的生
动讲述……

“红色是老区的文化、精神和动力。”
吕旅说，“长期的革命斗争，为新县留下了
365处遗迹遗址，每一处，都见证了那段
如火如荼的革命岁月，也为大家留下了宝
贵的‘红色遗产’。”

为把老区红色资源保护好，县财政
先后投入5900多万元对全县革命纪念场
馆、烈士陵园和革命遗址、纪念地等进行
了改建修缮，打造了“双拥主题公园”。目
前，新县5个景区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
景区名录，2个景区被纳入红色旅游经典
景区三期工程，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
馆被评定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为了让老区的干部群众更好地接受
红色文化教育、传承红色精神，新县在红
色景点建立双拥教育基地，大力开展讲
红色故事活动。在清明节、国家公祭日
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烈士祭扫活动，缅
怀先烈，传承先烈初心，激发拥军热情。

为了让更多的人受到红色文化熏
陶，新县县委、县政府争取 3.2亿元资金
建成大别山干部学院，结合新县丰富的
红色教育资源，打造了以“走读大别山、
坚定理想信念”为内容的 11类近 200门
精品课程，累计承接各级各类培训班
3300多期，培训学员 19万余人，在全社
会营造了传承红色精神、支援国防事业
的浓厚氛围。

近年来，新县的红色资源得到了有
力保护和挖掘提升，全国 100多个党政
机关、部队院校在新县挂牌命名教育基
地，每年 150多万人次来新县接受革命
传统教育。

在每年的征兵工作中，新县人武部
严把体检、政审、思想关，把征集对象向
大学生倾斜，努力将老区的优秀人才输
送到部队。2019年，全面完成 140名新
兵征集任务，大学生士兵比例占比75%，
新县连续多年无违纪、无信访、无退兵，

“新县兵”已成为老区的金字招牌。
如今，政府积极引导、公众主动参

与的社会化拥军大格局正在新县形成。
在这里，先后涌现出二十余年坚守“红军
洞”的张爱华老人、全国道德模范许光、
信阳市首届“十大最美退役军人”杨传礼
等典型人物。

这个浸染着烈士鲜血的“红土地”，
不仅让红色精神得到弘扬，
也强化了全县军民的双拥意
识，掀起了全民支持双
拥、参与双拥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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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八一”前夕，90岁的抗美援朝
老兵胡久照收到了来自组织的关怀，拿到
慰问礼物，他高兴得合不拢嘴。

每到重要时间节点，全县各级党政
机关和社会组织、成功人士坚持对军人家
属、重点优抚对象等进行慰问。

在2018年“双节”期间，走访慰问退
役军人及军属9000余人次，发放慰问信
10000余份，慰问困难优抚对象 387人、
立功受奖人员38人、维和部队军人家属2
人。

这是新县关爱军属、老兵、困难优抚
对象的一个缩影。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
布送去做军装……”这首广为传颂的歌
谣是老区人民拥军优属、支援军队建设的
真实写照。

在新时代，新县县委、县政府树牢“强
国必先强军”理念，坚持系统发力，调动各
方力量，为实现强军梦贡献老区力量。

在新县，现役军人有一个共同感受：
官兵的“后代”无忧，自己的“后路”不愁，
家庭的“后院”不费心。

全面落实优抚安置政策，将城乡义
务兵家属优待金纳入财政预算，按省定标
准上浮了 15%。县委、县政府足额保障
双拥工作经费。

从2015年起，实行城乡一个标准，大
学生义务兵优待金标准在原有基础上提
高50%。

出台《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将
重点优抚对象纳入医保范围，住院医疗费
用实行“一站式”结算。

全面落实“爱心献功臣”“关爱功臣”
各项政策，争取省双拥基金会援建新县光
荣院，协调医疗机构为在乡老复员军人体
检，解决了重点优抚对象的实际困难。

多年以来，全县军队转业干部全部
安排行政编制，服役满12年以上等重点
安置对象全部安置在事业单位，并解决财
政全供编制；义务兵家庭优待金、自主就
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按政策及时、
足额发放，退役士兵免费教育培训工作扎
实开展，卓见成效。

为拓宽退役军人“后路”，新县还选
拔优秀退役军人到村任职，推行退役大学
生军人考录县事业单位享受加分政策；选
拔优秀退役军人到村任职，114名退役军
人进入村“两委”班子；加大就业支持力
度，依托信阳涉外职业技术学院对退役士
兵免费进行就业技能培训，鼓励自主创
业；60余家企业在招聘中优先考虑退役
士兵，380名退役军人和军人家属实现社
会化稳定就业。

新县是涉军维权“信阳模式”的发源
地。新县成立了“涉军维权”领导小组，建
立了退役军人事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全
力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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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水泥路，想到人武部。”新县人武部
与田铺乡陶冲村结成帮扶对子后，援建八一
爱民学校，帮助村民架起信号塔，引来自来
水，修通通村路，人武部政委还帮村里引进了
杭白菊深加工项目。提起这一桩桩感人的
事，村支部书记感慨不已：“战争年代的‘爱民
工作队’又回来啦！”

人民至上、使命至上，在奋进新时代的征
程中，驻新部队官兵始终把人民“置顶”，在完
成战备训练任务的同时，他们始终坚持“视驻
地如故乡”的优良传统，积极参与脱贫攻坚、
抗灾抢险、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为全县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战士们在抗灾抢险上冲在前。
按照“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的

要求，驻新部队和民兵预备役人员认真组织
开展了各类针对性实战训练演练，确保遇到
突发性事件能随时拉得出、用得上。

截至目前，累计出动6900人次，完成抗
洪抢险、森林灭火、抗雪除冰等任务150余次，
挽回经济损失4600多万元。特别在2016年
7月，新县遭遇百年一遇洪灾，解放军某部驻
信工兵团、990医院、驻新部队视汛情如命令、
把灾区当战场，圆满完成抗洪抢险任务。

战士们在服务老区群众上勇担当。
如今，在新县，人武部干部职工身穿迷彩

服，脚蹬迷彩鞋，带着民情日记、帮扶手册、挎
包水壶和干粮袋“四件宝”，走村串户，吃碰
饭、住农家，成了名副其实的迷彩“村干部”。
他们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开展“一兵带一户，
一排带一组，一连带一村”活动，帮助贫困村
建设了土地流转示范园、蔬菜大棚、村际公路
等基础设施，组织开展农业技术培训670人
次，动员社会各界捐款捐物达18万元，帮扶
的110户贫困群众全部脱贫。

在平安共建活动中，县人武系统组建
了150多个学雷锋小组、24个便民服务队，
县武警中队与 37个单位结成警民共建联
系点，成立民兵巡逻小分队，保障了社会大
局和谐稳定。

驻新部队主动作为，促成解放军990医
院和371医院在新县建立对口帮扶和协作关
系，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咨询和服务指导，先
后开展义诊29次，培训医疗人员480人次、
赠送药品20万余元。

战士们在支持地方发展上打头阵。
在驻新部队和各对口帮扶部队的支持

下，新县先后获得国家生态县、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县、国家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等10多
项国家级荣誉，2018年县域经济发展实力，
位居全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第二名。

时代变迁,抹不掉拳拳拥军爱民之心；岁
月更迭,掩不住浓浓鱼水深情。在新县这片
红色热土上，36万老区人民带着不变的初
心，用责任书写拥军情，以实干共创强军梦，
续写着新时代拥军优属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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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前夕，新县县委、县政府负责同志慰问
驻新部队官兵

国家行政学院组织学员在新县接受红色教育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机务士官学校到新
县光荣院慰问

□石可欣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新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大别山干部
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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