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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参动员部部长牟明滨

就修改兵役法问题答记者问

■

何永才 吴旭

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的决定》已由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10

月

29

日通过，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这次修改

《兵役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什么？

答：这次修改《兵役法》，坚持以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 认真贯彻落实胡主席关于

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 从我国

的国情和军情出发， 本着有利于加强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建设， 有利于强化公民的国防观

念和调动适龄青年参军积极性， 有利于保障

军人合法权益和鼓励安心服役的原则， 紧紧

围绕解决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存在的 “征集高

素质兵员难、军队吸引保留人才难、退役军人

安置难”等突出问题，对现行《兵役法》的有关

内容进行修改完善， 使之更加适应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新形势， 适应全面履行新世纪新

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新要求。

问：在平时征集方面，有哪些新的规定？

答： 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兵

役法修正案，在平时征集方面，主要作了以下

新的规定：一是适当调整征集范围，删去了现

行兵役法关于正在全日制学校就学的学生可

以缓征的规定， 将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征

集年龄放宽至

24

周岁； 二是明确了国家实行

兵役登记制度，并将兵役登记时间由每年

9

月

30

日提前到

6

月

30

日，以便与各级各类学校学

生毕业的时间衔接起来； 三是明确了政府和

社会有关方面在征兵工作中的责任， 规定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兵役机关和有关部门组

成征集工作机构，负责组织实施征集工作；在

征兵期间，应征公民被征集服现役，同时被机

关、 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招收录用或者聘用

的，应当优先履行兵役义务。通过以上规定，

相信会有更多的优秀青年投身军营， 依法履

行光荣的兵役义务。

问： 兵役法修正案对征集大学生有哪些

优惠政策？

答： 修正案对征集大学生入伍的优惠政

策作了一些制度性规定，刚刚出台的《退役士

兵安置条例》 对大学生士兵退役安置也有一

些优惠政策规定，加上各部门的配套性规定，

大学生入伍有多项优惠政策。比如：士兵退出

现役报考公务员、应聘事业单位职位的，在军

队服役经历视为基层工作经历， 同等条件下

优先录用或者聘用； 大学在校生入伍保留学

籍，入伍后可以报考军校，退役后可以复学；

大学毕业生、在校生入伍的，享受国家规定的

减免学费和学费补偿政策； 大学生在选取士

官上优先， 大学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可以直接

提升为军官； 大学生复学后参加国防生选

拔、 参加国家组织的农村基层服务项目人选

选拔以及毕业后参加军官人选选拔的， 优先

录取。 这些优惠政策， 有利于调动大学生参

军入伍的积极性， 有利于为部队输送优秀兵

员， 也有利于大学生的成长成才。

热点聚焦

征兵吹响“集结号”，大学生踊跃应征

■

本报记者 万玉凤

“我终于可以实现当兵梦了！” 日前，

得知自己征兵体检合格后， 山东财经大

学大四学生付勋有些激动， “我从小向

往军营， 高考时， 曾报考军校， 可惜没

考上。 近年来， 国家鼓励大学生应征入

伍， 我和同学都很关注相关政策， 如今

终于有机会如愿以偿了。”

高校掀起征兵热 ，

大学生报名人数增长

“随着人口结构变化、 经济社会发展

以及军队调整改革， 近年来， 征兵主体

正在向高学历青年转变。” 山东省征兵办

公室主任鞠洪仑介绍说， “今年从全省

的情况看， 大学生参军热情高涨， 截至

11

月

12

日， 全省体检合格人员中， 大专以上

学历及在校大学生人数已超过

1

万人， 约

占合格人数的

1

∕

4

， 相较于去年实现大幅

增长。”

今年， 北京市征兵主体转为以高校

毕业生和在校生为主， 还首次征集进藏

条件兵。 “征兵工作全面启动后， 校内

‘知行论坛 ’ 开设 ‘在校大学生冬季征

兵 ’ 专栏进行宣传动员 ， 征兵置顶帖

《携笔从戎， 圆梦军旅》 一周时间有

4000

余名学生浏览。” 北京交通大学负责大学

生征兵工作的蒋明老师介绍说， “截至

11

月

14

日， 今年全校有

90

名男生报名应征，

较去年人数增加不少， 其中有

34

人明确要

求进藏服役。”

北京联合大学武装部负责人介绍说，

今年启动冬季征兵工作以来， 校武装部

和各学院接待咨询应征入伍政策的学生

及家长近

500

人次， 经过学校初审共有

103

名男生报名上站体检， 是学校历年来报

名人数最多的一次。 在报名上站体检的

学生中， 有学生党员

10

人， 学生干部

20

多

人， 他们报名入伍在学生中间起到了很

好的模范带头作用。

“许多高校武装部的负责人反映， 进

藏名额刚分下来的时候， 还担心完不成

任务， 但没想到进藏兵竟成了大学生的

热门选择。” 北京市征兵办负责人宋协鹏

表示， “尽管西藏气候恶劣、 生活条件

异常艰苦， 但首都适龄青年报名进藏服

役的热情不降反升， 而且重点大学学生、

热门专业学生报名人数占了多数， 这充

分体现了首都青年热爱祖国、 热爱军队

的强烈爱国主义情怀。”

在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 ， 申请应征

入伍， 携笔从戎日益成为众多大学生的

选择。 “今年我们学校学生应征入伍报

名人数往年增长了近一倍。” 沈阳农业大

学武装部许晓辉老师介绍说， “报名学

生主要集中在大一和大四年级。” 重庆城

市管理职业学院武装部负责人表示，

2011

年报名人数及实际入伍人数实现大幅增

长， 全校

700

名左右男生， 有

73

人报名应

征入伍。

据了解， 郑州交通职业学院在今年

的冬季征兵工作中， 翌年毕业生和在校

大学生参加报名积极踊跃， 共

100

余人在

学院所在地征兵办报名、 体检。 河南科

技大学

2011

年网上报名人数为

1617

人， 河

南省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2011

年网上报名人

数为

343

人， 两校均连续

3

年入伍预征人数

达到本校男性毕业生数量的

30％

以上。

为什么去当兵？ 有

理想， 也有理性

行动源于思想， 思想源于理想 。 谈

起为什么去当兵， 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

筑 工程学 院 的大四 学生 蒋 伟 伟 表 示 ：

“俗话说：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作为当

代青年， 大学生更应该义不容辞地献身

国防。 进入军营是对自我意志力及体魄

的磨炼， 是人生中一次难得的经历， 我

渴望成为华夏长城的一块 ‘砖石’。”

中国人民大学大二学生肖刚选择进

藏服役时， 有人问他： “你家是北京的，

读的又是名校， 却选择去西藏当兵， 当

兵创造的价值能比得上你专业知识创造

的价值吗？ 这是否是一种 ‘资源浪费’？”

肖刚却回答： “名校大学生就一定可以

成为高素质人才吗？ 考试只是对一个人

知识能力的检验， 却不是对全面能力的

肯定。 有过当兵的锻炼， 相信以后我的

发展会更好。”

“你参军的目的是什么？” “你参军

的意向是什么 ？” “参军后你想服役多

久？” 河南科技大学为了摸清大学生对应

征入伍的看法， 曾在具备预征条件的

19

个学院发放调查问卷， 与此同时， 又召

开座谈会针对相关问题进行面对面的交

流和调研。

“从问卷调查和调研看，

73.5%

的毕业

生愿意和非常愿意参军，

89%

的学生愿意

到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 河南科技大

学武装部副部长魏良友介绍说， “除了

经济方面的优惠政策外， 入伍后的发展

前景， 也是吸引大学生的重要方面。”

西南大学招生考试就业处严怡老师

结合自己的工作观察， 把想参军的大学

生分

3

类： 一类是崇拜军人， 向往军营生

活， 对参军报国有极高的热情； 一类是

想到部队求发展， 目标是争取考军校或

者能提干当军官； 还有一类是家庭经济

比较困难， 想借此缓解家庭压力。

“大学生投身军营， 除了报效祖国等

理想的成分以外， 还有现实方面的考量，

这是可以理解的， 正体现了大学生成熟

理智的一面。” 河北师范大学武装部崔运

生副部长表示， “对大学生选择入伍有

了一种更深层的理解和认同， 才能更好

地做好大学生征兵工作。”

今年各地新政多 ，

激励大学生应征入伍

依法服兵役是每个公民的应尽义务，

但我国人口基数大， 真正服兵役者占适

龄青年的比重很小 。 为确保优中选优 ，

今年各地在国家优惠政策的基础上， 纷

纷出台地方优惠政策 ， 进行利益调整 ，

营造 “我当兵、 我光荣、 我受益” 的良

好社会氛围， 提高军营对青年， 尤其是

高素质青年的吸引力。

5

月份 ， 山东省率先在全国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征兵工作的意

见》， 从国家和军队建设的大局出发， 推

出一系列激励大学生参军入伍的优惠政

策， 比如， 规定退役大学生士兵服役期

间， 视为基层工作经历； 基层专职武装

干部重点招录退役大学生士兵等。

“山东在全省范围内强力推进政策落

实， 到

10

月份， 全省

17

个地市全部制定了更

为具体有力的优惠政策。” 山东省征兵办公

室主任鞠洪仑介绍说， “以淄博为例， 该市

在连续两年拿出

200

个事业编名额征集大学

生入伍的基础上， 确定从今年征集的新兵退

伍以后， 每年从各级事业单位招录总额中拿

出

300

个以上指标， 定向招考录用大学本科

毕业以上学历退役士兵； 对参加事业单位公

开招聘考试的大学生退役士兵， 每人总分增

加

10%

。”

据了解， 北京、 上海也先后出台政策，

对从高校入伍的大学生士兵给予落户、 定向

考录为公务员等政策优待。 河南省规定从今

年起， 入伍大学生士兵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

贷款代偿经费， 由省财政先行垫付， 大学生

入伍时即可一次性领取。 辽宁、 吉林、 黑龙

江和湖南等省明确大学生士兵服役期间， 视

为基层工作经历。

针对征兵工作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

各地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从法规制度上保

障高素质兵员优质足量征集。 我国 《宪法》、

《国防法》、 《兵役法》 都明确规定， 依法服

兵役是公民的光荣义务。 为加大法规的约束

力， 各地纷纷出台细则， 对 “依法服兵役”

进行制度上的明确。

江苏省规定， 对逃避兵役者， 处以当地

当年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标准

2

倍以上罚款，

2

年内不得被录用为国家公务员、 国有企业职

工， 不得出国或者升学。 北京、 福建等省市

也对此作出了相应规定。 此外， 北京市要求

各高校今年大一新生入学时必须查验 《公民

兵役证》； 河南郑州要求自

2012

年起， 高校

新生入学要查兵役登记卡， 应届毕业生必须

全部参加网上报名预征； 山东省淄博市、 莱

芜市则出台新规， 要求从

2012

年起， 把履行

兵役义务作为公务员报考、 事业单位招聘的

必备条件和基本资格。

鼓励大学生应征的新政、 军队现代化建

设的时势潮流以及服务国家、 建设国家的使

命感， 对大学生产生了无以抗拒的吸引力。

高校突出实效， 拉近

学生与军营的距离

对高校来说 ， 如何做好大学生征兵工

作？ 在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 今年各地市出

台了很多征兵新政， 高校也纷纷提供政策支

持， 激励大学生应征入伍。 在加大征兵宣传

力度， 深入扎实地开展大学生征兵动员工作

的同时， 不少高校还通过多种形式狠抓日常

国防教育， 为征兵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坚实

的思想保证， 激发了在校适龄学生的应征入

伍热情。

“新生军训是开展大学生应征入伍教育

的最好时机， 为了抓住这一有利契机， 今年

9

月， 我校率先开创了主题化军训， 特别选

取 ‘我的军人梦’ 为主题， 大力开展大学生

应征入伍引导。” 北京联合大学武装部负责

人介绍说， “今年主要结合中国航母试航的

大背景，围绕‘海军与国防现代化’的内容开

展了征文、板报、军歌比赛、专题报告会、主题

演讲和情景演练等海军系列活动， 从不同的

角度让学生畅想并展示自己的军人梦， 在活

动中升华学生内心对军人、 对部队的感情，

逐步引导学生树立参军入伍的决心。”

“高校预征工作长效机制的构建必须以

深入扎实的高校国防教育为依托。” 河南省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武装部负责人表示， “按

照 ‘一季征兵， 四季准备’ 的要求， 学校强

化过程管理， 进一步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时

效性， 一年级军事理论， 二年级国防法、 兵

役法， 三年级入伍预征政策， 坚持分层次教

育， 实现一年级打基础， 二年级作准备， 三

年级预征的良性循环， 使大学生征兵工作可

持续开展。”

北京交通大学不断丰富国防教育载体，

坚持国防教育讲座和形势报告会 、 军营一

日、 国防一日、 国防电影周等制度， 对师生

员工进行经常性的国防教育， 营造军营文化

氛围。 据介绍， 近年来， 该校先后邀请航天

英雄杨利伟、 军事专家罗援将军、 军旅歌唱

家谭晶等部队杰出人物走进校园， 掀起 “携

笔从戎， 圆梦军旅” 的国防热潮。

今年各地市出台了很多征兵新政， 为了

确保所有学生知晓， 在宣传动员阶段， 很多

高校下大力气， 深入扎实地推进工作。 据介

绍， 石家庄经济学院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动

员， 真正做到了 “五个一”， 即举办一次大

型政策咨询活动， 一次现役高校毕业生士兵

典型专场报告会， 每个院系开展一次政策宣

讲活动， 每个班级开展一次主题党团活动，

给每位毕业生发一条征兵信息短信， 宣传动

员不留死角， 不漏一个人， 确保每个有意愿

应征入伍的毕业生都能全面了解和掌握国家

出台的有关政策。

为了提高入伍预征大学生参加应征的比

例，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加强对预征

大学生的跟踪指导服务。 据介绍， 该校为每

一名预征大学生指定主要负责人和指导教

师， 定期进行电话沟通， 做耐心细致的思想

工作， 督导办理入伍手续， 及时宣讲优惠政

策， 提高了学生的实际应征比例。

让青春在军营中闪光

■

黄家富 申蓓蕾

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军队各级

加大了对大学生士兵的培养使用力

度，大幅提高了从大学生士兵中提升

军官的比例，今年，部队有

４０００

多名

大学生提干。到部队大熔炉中去磨砺

成才，成为许多地方大学生的人生追

求。 在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有

３

位直

接从部队提干的优秀学员，“地方大

学生———战士———提干” 是他们共同

的成长轨迹。透过他们的成长之路，我

们可以看到， 大学生士兵在部队有着

广阔的发展舞台，只要坚定信念，努力

锻炼，定能谱写出壮丽的人生篇章。

有付出方会有回报

陈光：

２００９

年毕业于白城师范学院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同年

８

月参军入伍，

在沈阳军区某炮兵团服役。

来到部队 ，顶着 “大学生士兵 ”的光

环，许多战友对我充满了期待。然而刚开

始，我并没有表现出什么过人之处，反而

是在专业等技能训练方面落后，这让我很

压抑。我及时调整了心态，从自己最薄弱

的环节———加榴炮炮手技能开始进行突

破，虚心向老班长求教训练方法和先进经

验，从深层次理解火炮的原理，在训练中，

苦练炮手基本功， 有时一练就是一整天。

举弹丸上肢练麻木了，我就练蹲姿，腿酸

了又改成练举弹丸。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

终于进入了优秀炮手的行列。

大学生士兵“怀才”就必须通过努力

在部队中“尽才”。下连队不久，连队把配

发的

８０

台电脑管理与维护工作交给我。我

知道要管理好这几十台电脑， 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但正因为工作有难度，连队才把它交

给我，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我要把这项工作

做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白天正常参加连

队的正常训练，晚上扎进机房里摸索，将大学

所学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实践中。两周时间，具

有新式架构、 能够自我维护的机房投入了使

用，比连队规定的工期缩短了一半。看到战友

们在军网里尽情遨游，我心里满是欣慰。

入伍两年来，每次练跑步比别人多跑

１

公

里，做俯卧撑比别人多做

１０

个，慢慢地，我从

刚入伍的落后变成了先进。目前，我已顺利提

了干，成为了一名准军官。回首两年的部队生

活，让我更加懂得：雄鹰展翅可以翱翔蓝天，

但蜗牛爬行最终也能到达顶点， 坚信付出后

就会有收获，不放弃自己，每天进步一点点，

就会走在成功的路上。

用心做好每一件小事

陈玉姬：

２００９

年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生

物技术专业，同年

１２

月参军入伍，在南京军区

驻徐州某旅通信连服役。

每一个地方大学生来到部队， 都怀着从

军报国的热情，然而，当理想与现实对接时，

往往会出现一定的心理落差， 作为女兵的我

也不例外。

从浪漫平和、 多姿多彩的大学校园到操

枪弄炮、直线加方块的绿色军营，部队超强度

的训练、近乎苛刻的内务整理、艰苦的工作环

境，虽然有过思想准备，但多少还是让我有点

措手不及， 更让我感到羞愧的就是军事课目

摸底测试，我几乎每样都落在了后面。有的男

战友私下里说：“女大学生嘛， 军事素质要求

不高可以理解！”一连几个晚上，挫折失败感

困扰着我。

既然来了，就不能当逃兵。我认真反思自

己落后的的原因， 内心里多多少少认为自己

是高材生，队列体能训练这些都是“小儿科”，

没实打实用心去做好。

我积极调整了自己的心态， 哪里弱就强

哪里。 军事素质差， 我就每天给自己的训练

“开小灶”，每天第一个爬起来，第一个跑向操

场……渐渐地，我的军事素质得到了加强，从

通通落后到科科优秀， 获得了领导和众多战

友的肯定。

新兵下连， 我主动要去到最艰苦的野战

部队的通信连队去锻炼，就这样，我成为了一

名话务兵。“当学生，大学是我们的舞台，当战

士，三尺机台是我们的舞台！”面对一大堆枯

燥的数字， 我没有退却， 积极向班长请教学

习，用心摸索着这些数字。为了练好指法，我

把好几块键盘练坏了，手上都磨出了老茧，磨

出了血泡。凭着执着与勤奋，一个月后，全旅

近千号码烂熟于心，“脑、耳、口、手”四功全

优，我成为了全营第一个上机值班的话务兵。

如今，通过部队的加钢淬火，我各方面的

综合素质得到了显著提高， 也很庆幸即将成

为一名准军官。回首走过的路，我感慨颇多：

每一个人通往成功彼岸的航道都不会一帆风

顺，我们大学生士兵起点高，但在转变成合格

士兵当中必然也会面临挫折和挑战。 种子落

地才会生根发芽，只有用心才会有所作为，踏

踏实实干好每一件平凡的小事， 终究我们会

走向成功、收获希望！

有信心，就会有希望

周赟：

２００９

毕业于浙江理工大学法学专

业，同年

１２

月参军入伍，在上海警备区女兵一

大队服役， 并参与

２０１０

年上海世博会地面安

保任务。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分配到南京军区某集团

军某师值勤站从事话务工作。

有一种梦想，总是让人无法舍弃。我从小

接受军队英雄事迹的熏陶， 对绿色军营有着

美好的憧憬。 得知在浙江招收

２０１０

年上海世

博会女兵时， 我放弃了在地方事业单位上班

的优厚待遇，毅然选择报名参军。就这样，我

成为了一名为上海世博会服务的女兵。

新训

３

个月，除了要完成新兵训练所有的

科目，我们还要苦练安检技能，学习礼仪。礼

仪站姿一站至少

２

个小时，得咬着筷子练微笑

……这些付出是痛苦的， 但我们没有一个人

选择退出，都在互相鼓励，为的是完成同一个

梦想：为世博会筑起安全保障。

新训期间，我受领了对《外国人及语言不

通游客的安检方法》演示示范撰稿的任务。没

有参照，没有范例，我在大学期间所学专业与

安保一点不沾边，一切都得从零开始。面对压

力，我不能选择逃避。我在心里鼓励自己：我一

定能行，没有过不去的坎，办法总会比困难多。

我认真查阅各种安保资料，采用“点、线、

面”相结合的方式积极总结整合，并把所思所

想付诸实施加以检验。经过努力，一套安全高

效的安检方法在全大队官兵面前成功演示，

并被推广到日常安检工作中。 这让我更加懂

得：人要始终充满自信，不能被困难所吓倒，

有了信心，就会有希望。

参与世博会安保任务只是光辉军旅的起

点， 但不是终点。 过后， 我下到了连队。 面

对新环境新知识， 我积极适应， 努力融入新

集体， 努力参加连队各项工作， 战胜了一个

又一个困难。

有人曾经问我 ： “放弃优厚待遇来当

兵， 值不值？” 其实我想说： 当兵的经历，

锻造了我坚强的意志品质， 给了我战胜困难

的信心和勇气， 我选择， 我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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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征兵主

体向高学历青年转

变， 今年， 山东把高

学历青年作为宣传发

动重点。

10

月

12

日， 全省

“征兵宣传进校园 ”

活动在济南大学举行

了启动仪式， 通过设

立征兵政策宣传文化

广场， 发放征兵宣传

单， 组织政策咨询，

现场接受入伍报名等

活动， 有效激发了大

学生参军入伍热情，

活动当天就有

900

多

名大学生应征报名。

山 东 省 征 兵 办

还指导各地精心选

拔优秀大学生士兵、

提干大学生士兵和退

伍大学生士兵等不同

类型的先进代表， 组

成

30

余支大学生宣讲

团 ， 深入全省

147

所

高校开展巡回演讲活

动， 为

40

余万名大学

生进行宣讲报告， 集

中展示了当代大学生

士兵崇文尚武、 科技

强军 、 知识报国的

精神风貌 ， 在大学

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活动开始的第一周，

全省大学生报名就

增加数千人。

刘卫华 报道

11月1日， 2011年冬季征兵工作全面展开， 眼下各项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亲历者说】

征兵宣传进校园 刘加楼 摄

现场答疑解惑 于新岗 摄

大学生士兵现身说法 高永堂 摄

进村入户动员大学生 周建文 摄

在学生军训期间开展征兵宣传活动 幸晓涛 摄

【权威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