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贵州省征兵办公室 《关于做好

2019 年女兵征集工作的通知》，现将我市今

年女兵征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集对象及标准条件：女兵征集对

象，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年满 18 至 22 周

岁的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和普通高等学校

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 本人自愿的，

也可征集年满 17 周岁的入伍。 政治条件和

体格条件，按照《征兵政治考核工作规定》

《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 和有关规定执

行。

二、优先征集：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

军人的子女或同胞姐妹及现役军人子女符合

条件的优先征集。 优先征集对象及保送生

（省级优秀学生、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国

家集训队成员、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退役运

动员）未确定为网上初选预征对象的，经相关

单位出具证明及市征办、省征办、国征办逐级

审核属实的，列入初选预征对象。

三、征集程序：2019 年 6 月 26 日至 8 月

5 日 18 时止，应征青年自行登录“全国征兵

网”（网址：http://www.gfbzb.gov.cn），真实

填写相关报名信息，报名截止后，教育部学

生信息数据库网上报名系统将自动依据报

名人员高考相对分数〔高考相对分数 =（1－

当年高考成绩在本省的排名次序÷当年本

省的高考总人数）×100〕，按照由高到低的

顺序，择优选择 6 倍征集任务数的女青年作

为初选预征对象。 被确定为初选预征对象

的，自行打印并持《应征女青年网上报名审

核表》和毕业证书、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等，根据应征地县级征兵办通知参加政治初

审和身体初检，合格人员推荐到市征兵办参

加体格检查和综合素质考评。 综合素质考

评，主要采取查验证书、现场问答、体能测试

等方式，对送检对象的政治思想、身体素质、

文化素质、入伍动机等进行考评，现场公布

考评分数。 对体格检查合格的应征女青年进

行政治考核，由应征地县级征兵办负责组织

实施。 市征兵办集体研究审定新兵，按照综

合素质考评分数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批准

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双合格” 女青年入伍。

以上政策由各级征兵办公室负责解释。

咨询电话：0851-85785011。

贵阳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贵阳市 2019 年女兵征集公告

�8 月 1 日，由贵阳警备区、武警贵阳支队、市委宣传部、市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

公室主办的军营开放日活动在武警贵阳支队举行。 当天，150 名市民走进武警贵阳支

队，观看了军地文艺节目表演和军事课目展演。 武警贵阳支队特战中队战士现场演示

的攀登、擒拿、格斗、射击等军事科目，赢得阵阵掌声和喝彩声。 图为武警战士正在进行

军事科目展演。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衣琼 摄

军营开放日

战士展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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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中增强主人

翁精神，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主动参与

环境保护、诚信建设等志愿服务主题活动……”

在 7 月 29 日举行的贵阳市文明实践 “志愿相

伴·让爱住家” 社区（乡镇）主题日活动启动仪

式上，贵阳市文明家庭代表陈蕴卓一家，一同朗

声宣读《文明实践队志愿者家庭倡议书》。

“爸爸妈妈平时常对我说，文明就蕴藏在一

件件身边小事中。 例如，不乱扔垃圾、不乱穿马

路、扶贫助困、保护环境等等，这些都是文明的

表现。 ” 陈蕴卓的儿子陈树童说。

“家庭和睦，益于工作，益于学习。 ” 作为贵

阳市文明家庭，陈蕴卓一家始终将“知行合一、

爱国爱家” 作为家庭文明的精神内核，培育优良

家风， 热心社会实践， 努力让 “小家的幸福美

满” 与“大国的富强和谐” 同频共振。

以身作则 培育优良家风

今年 40 岁的陈蕴卓在一家金融租赁公司工

作，在他与妻子刘昶看来，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

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 “孩子是在父母的

言传身教下长大的， 我和妻子一直坚持身体力

行，为儿子树立学习的榜样。 ” 陈蕴卓说。

2010 年的一天， 陈蕴卓在上班途中遇到一

起抢劫事件，他没有选择漠视不管，而是挺身而

出。 经过搏斗，他将犯罪嫌疑人制服并送至公安

机关。 公安机关则以该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为线

索， 一举破获恶性团伙持械抢劫案件 40 余起。

2011 年， 陈蕴卓接连获得贵阳市精神文明办授

予的“贵阳市身边好人” 荣誉称号，以及贵阳市

见义勇为保护工作委员会授予的 “贵阳市见义

勇为先进分子” 荣誉称号。

“要做正直勇敢的人。” 面对挺身而出、见义

勇为的爸爸，儿子陈树童虽然年幼，小小心灵里

却早已埋下正义的种子。

2012 年， 陈蕴卓将路人拾获的钱包交还给

失主，失主送锦旗致谢。“爸爸拾金不昧，是个诚

实的人。 ” 看到媒体的报道，当时还在上幼儿园

的陈树童已真切意识到诚实守信的重要性。

“诚信待人，正直对事，我们身为父母要做

到知行合一， 才能把美好的道德观念传递给孩

子，引导他健康成长，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陈蕴卓说。

敬业孝老 热心社会实践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

本在家。 ” 尊老爱幼、爱岗

敬业、母慈子孝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妻子刘昶

时刻铭记着。

在和睦家庭里长大的刘昶孝顺父母、 珍视

亲情，是父母的“小棉袄” 。 只要有空，刘昶都会

和丈夫、儿子一起去看望父母，与他们谈心，带

他们一起出游踏青。 点滴小事，耳濡目染，让儿

子从小就理解了“百善孝为先” 的含义，尊敬长

辈、学会感恩。

身为党报编辑的刘昶，17 年来一直爱岗敬

业，多次被评为单位优秀共产党员、十佳编辑记

者，且多次捧回贵州省新闻一等奖、中国城市党

报新闻一等奖。

“高尔基说过，给予比索取更快乐。有时间的

话，我会和丈夫、儿子一同参加一些社会实践和

公益活动，为社会文明贡献一份力量。 ” 刘昶说。

植树节，一家三口到阿哈湖湿地公园、红枫

湖畔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为城市添上新绿；节

水周， 陈树童担任节水宣传小卫士， 与父母一

起向市民宣传建设海绵城市的意义； 献血者

日， 陈蕴卓无偿献血， 让儿子懂得无私奉献的

可贵。 陈蕴卓一家还踊跃参与义卖、捐赠活动，

为贫困山区儿童捐书捐物， 为汶川、 玉树地震

灾区人民捐款。

读书旅行 坚定文化自信

为了培养儿子的爱国情怀，多年来，陈蕴卓

和刘昶不仅坚持陪伴儿子阅读经典、吟诵诗词，

让儿子在阅读中汲取养分， 而且每年都会带着

儿子出游， 在天南地北的旅行中感悟祖国山河

壮美，学习历史文化。

敦煌的大漠孤烟、泉州的海上丝路、西安的

古城墙……“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触摸历史、

丈量大地的最佳方式。 带孩子多走走多看看，让

他了解和学习中华五千年的悠久历史， 为祖国

而自豪，坚定文化自信。 ” 陈蕴卓说。

每次旅行后，陈树童都会在父母指导下，将

旅行中所闻所见制作成图画日记， 在加深记忆

的同时锻炼了自己的写作能力。 被聘为《花溪·

少年写作》特约小作者的陈树童踊跃投稿，在报

纸、杂志上描画阅读所感、旅行所闻，表达对祖

国的热爱。

在校内，因为表现优秀，陈树童多次获评学

校“知行少年”“阳光少年”“优秀学生”“优秀

少先队干部” ， 并荣获贵阳市新时代好少年，入

选贵州省新时代好少年候选人。在校外，2018 年

7 月，10 岁的陈树童作为贵阳市少年儿童代表，

入选中国未成年人网“第六届中华小导游” ，并

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图云关旧址前， 面对

摄像机镜头， 向全国少年讲述了烽火岁月中贵

阳的抗战记忆， 用自己的行动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金毛毛

知行合一 爱国爱家

———记贵阳市文明家庭陈蕴卓一家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 92 周年，观山湖区母婴关爱中心现向

社会征集 10 名军嫂孕妈，免费入住观山

湖区母婴关爱中心（熙和月子中心），提

供 28 天的科学月子母婴护理服务。

据介绍， 观山湖区母婴关爱中心 （熙

和月子中心）， 是目前省内唯一一家纯国

有性质的母婴护理机构， 由观山湖投资

（集团）医疗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出资打造。

该中心集星级住宿、专业的产后护理、婴儿

护理、 科学的产后康复保健及营养健康月

子餐饮为一体，为母婴提供环境温馨、服务

优质、技术优良的一站式关爱服务，提供高

端、智能、环保、科学的服务。

参加本次活动的孕妈需提供以下证

明：军官证原件及复印件，结婚证原件及

复印件，社区证明原件，产检本原件，身份

证原件及复印件。活动报名时间为 2019 年

8月 1 日 至 8 月 31 日 。 详 询 请 致 电 ：

0851—84848604。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观山湖区母婴关爱中心———

征集 10 名军嫂孕妈

提供免费护理服务

本报讯 8 月 1 日，贵阳铁路公安处举

行专题表彰典礼，对获得贵铁警营“十大最

美复退军人” 荣誉称号的 10 名优秀民警予

以表彰。

据介绍， 此次活动旨在号召广大铁路

民警继续发扬善打大战、敢打硬战、能打胜

战的优良传统， 为护航铁路平安运输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以优异的成绩向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献礼。

据悉 ， 贵阳铁路公安处现有复退军

人 500 余人，占总警力的三分之一。 复退

入警以来， 他们主动继承和发扬人民军

队优良传统，在打击违法犯罪、维护铁路

运输安全和服务旅客群众出行等工作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彭刚刚）

贵阳铁路公安处———

表彰“最美复退军人”

本报讯 8 月 1 日，记者从贵遵高速、贵

新高速及贵新联络线贵阳东至小碧路面维修

通气会上获悉，贵遵高速、沪昆高速等道路将

于 8 月 5 日零时起进行路面改造施工， 届时

会占用部分道路， 同时禁止大型货车驶入贵

遵高速（扎佐互通至小寨坝互通段）。

8 月 5 日零时起至 2020 年 5 月 30 日

止，贵遵高速 K1320—K1274 段（贵遵高速扎

佐收费站至核桃箐隧道） 半幅道路封闭施

工，另外半幅道路双向通行。 8 月 5 日零时起

至 9 月 15 日止，贵阳绕城高速 K26—K28 段

（小碧服务区至贵阳东收费站）、 沪昆高速

K1824—K1826 段以及贵毕公路 K38—K39

路段将占用一条车行道进行施工。 国家法定

节日不施工。

据悉，兰海高速贵遵段运行时间已达 11

年，每天车流量达到 3.2 万辆次左右，通行压

力较大。 此次维修范围从扎佐途经久长、息

烽、小寨坝到核桃箐隧道止，长度为 45.2 公

里。期间，前往遵义方向的车辆可从贵遵复线

通行。前往乌江、小寨坝的车辆可从贵遵复线

转江都高速前往。

沪昆高速贵新段运行近 19 年，此次施工

维修的路面全长 3.2 公里。 期间，前往都匀、

凯里方向的车辆可从环高秦琪互通经厦蓉高

速（贵都段）行驶。当贵阳东至龙里东段施工

时，小型车辆可选择贵龙大道行驶。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贵遵高速沪昆高速等道路

下周起进行路面改造施工

本报讯 8 月 1 日， 记者从市气象台获

悉，预计 8 月 2 日夜间到 6 日白天，贵阳阴天

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分散雷雨频繁。

未来 5 天的具体天气预报为：2 日白天，

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气温 20～26℃；2 日夜间

到 3 日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气温 20～

26℃；3 日夜间到 4 日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

雨， 气温 20～26℃；4 日夜间到 5 日白天，阴

天间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 ， 气温 20～

26℃；5 日夜间到 6 日白天，阴天间多云有分

散阵雨或雷雨，气温 20～28℃。

（石奎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彭刚刚）

我市未来五天

分散雷雨频繁

宜家家居体验中心

亮相贵阳

本报讯 8 月 1 日，宜家（IKEA）家居体

验中心在花果园购物中心亮相。

作为全球领先的家具及家居用品零售

商， 全省首家宜家商场将于今年秋季正式

登陆贵阳市观山湖区， 总投资近 8.25 亿

元，整体营业面积约为 33000 平方米。 “宜

家进驻贵阳，从项目立项、报建、规划方案

的审批、图纸的审查，到外部交通的完善和

相关证照的办理， 都得到了贵阳市的大力

支持。 ” 贵阳宜家家居商场经理张凯航说，

目前，宜家商场主体结构已封顶。

在商场正式开业之前， 宜家特别在花

果园购物中心开设为期 1 个月的体验中

心， 让贵阳市民能够提前体验宜家的部分

产品。 该体验中心对外开放时间为 8 月 1

日至 9 月 1 日，参观时间为每天 10 点至 22

点。 该体验中心设置有家居展间、品牌展示

区及互动区， 市民可以在此体验到既实用

又美观的家居解决方案， 零距离接触及了

解宜家产品，并可免费参加家庭工作坊、家

居讲座等活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蔡婕）

本报讯 8 月 1 日下午， 白云区庆祝

“八一” 建军节文化进军营专场文艺演出

在武警白云中队举行，辖区干部群众、文艺

工作者、白云公安分局民警、武警白云中队

官兵共计 150 余人， 欢聚一堂、 载歌载舞，

共叙浓浓鱼水情。

此次活动由白云区人武部、 区文旅

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主办。 活动在

舞蹈《木鼓声声》中拉开序幕 ，歌曲《军

旗飘过的地方》《军人本色》，舞蹈《绣红

旗》《我的祖国》， 擒拿格斗对抗表演等

节目陆续上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热烈掌

声。

据悉，在“八一” 建军节前夕，白云区

还组成慰问组， 分别走进驻区部队开展

“八一” 走访慰问活动，向部队官兵送去

节日祝福和问候。 各乡镇、社区也组织工

作人员走进辖区复退军人优抚对象家中

开展慰问。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白云区———

文艺演出进军营

军民共庆“八一”

（上接 1 版）

在大扶贫战略行动中， 贵阳警

备区大力推进 “一村一校一室一基

地” 帮扶计划，接续开展“百名学子

成才计划” 结对帮扶工作， 持续做

好教育扶贫 、产业扶贫 、医疗扶贫 ，

共帮扶 239 户 379 人脱贫摘帽。 陆

军贵州某预备役步兵师近年来投入

50 余万元 ，帮助修文县久长镇石安

新村开展村容整治、 村小学教学设

施建设以及饮水入户、 产业帮扶等

工作，取得较好成效。 武警贵阳支队

持续帮扶清镇市麦格乡新寨村 ，先

后投入 40 余万元帮助修缮优化进

村公路，投入 20 余万元帮助解决产

业调整资金。

近年来 ， 在遂行地方急难险重

任务中， 驻筑部队累计出动官兵和

民兵 3000 余人次，参加驻地抗凝救

灾 、抗洪抢险 、山火扑灭 ，遂行红枫

湖生态环境突发事件处置 、 云岩区

山体滑坡地质灾害处置 、 火箭落区

搜索警 戒 等应 急任 务共 计 100 余

次， 及时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 在贵

阳这块军民鱼水情深的热土上，军

民携手铸起了巍峨的双拥丰碑。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衣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