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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口皆碑的“边检学霸”

外籍涉海执法官员参观北仑边检站

—记穿山边检站执勤业务二科政工负责人陆晓维
——
本刊记者

陆晓维，穿山边检站执勤业务
二科政工负责人，大学期间拿下英
语专业八级证书，2012 年到穿山
边检站报到后，又以非法律专业的
身份，历经三年埋头苦读，通过了
国家司法考试，现在的他，处理涉
外法律事务也是如鱼得水，去年他
还顺利获得了浙江师范大学行政管
理硕士研究生学位证书。在穿山边
检站，同事们亲切地称他为“边检
学霸”。
按陆晓维的话来说，趁年轻多
学点总是好的。
“我学任何东西都
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去记忆，英语、
法律都是如此，英语很实用，我日
常工作用得到，每天跟外籍船员交
流，我觉得口语能力保持得挺好，
学习法律我觉得能更好地保护自
己，并且也非常实用，因为工作性
质常会跟外籍船员打交道，万一遇
到什么事情也可以帮他们解决问
题。
”拿证的背后，陆晓维吃了不少
苦。国家司法考试三年考了三次，
三年中除了日常工作外，其余时间
全部都在啃 “法律书”，强迫自己
学习，中午从不休息，每天凌晨零
点后睡，早上 5 点就起来看书，
吃饭时间也不放过，即便是这番努
力，第二次考试还是差几分没过，
即便是这样，他也很快调整好心
情，接着努力复习，终于让他得偿
所愿。
陆晓维身上的这种自律，也体

王 杰

通讯员

陈

路

陆晓维（左）在码头一线执勤
现在工作岗位上。边检站的人都知
道，跟陆晓维去口岸巡查可是个
“苦差事”，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季。
心细的他每次巡查不把每个犄角旮
旯走遍，决不收兵，一趟下来，没一
个小时根本回不来。警用巡查车速
度每小时不到 10 公里，但刺骨的
寒风还是直往车里钻，战友们冻得
浑身哆嗦，就连翻查证件时，双手也
在不停颤抖。
“我也知道大冬天出去实地巡
查很痛苦，但很多东西光靠视频监
控终归是隔靴搔痒，你能通过视频

搞清楚在码头行驶的车辆有没有合
法证件吗？向科技要警力没有错，但
不代表我们就能放松执勤力度。”
凭着这股认真劲，陆晓维也是全站
破获违法违规案件最多的人。
“陆检爱‘唠叨’，但都是对战
友发自内心的关心和爱护。” 检查
员小叶说，
“有一回陆检嘱咐我写
个材料，我东拼西凑地完成任务后，
就给他发过去了。半小时后，邮箱里
就收到了回信。原本整洁的材料上
满满都是红色标注，他还在每一处
修改或删除的地方，详细写明了修

改原因和注意事项。这种用心细心的
工作态度，让人敬佩。”
在执勤业务二科的工作中，还有
一项重活是“接船”，就是要上船对船
长进行询问，并对船的各个角落进行
检查，看看是否有可疑人员。在穿山港
口，日常有 30 多艘船需要靠岸，检查
员须对每一艘船检查。通常一艘船跑
完全套检查程序，少说也得 40 分钟。
登船第一步就极其艰难，停靠在
穿山港的都是巨型货轮，都有几十米
高，光走一趟悬挂在船侧的舷梯都得
消耗许多体力，雨天更难走，舷梯很
容易打滑，必须牢牢握紧两边的扶
手。到船舱后，陆晓维跟其他检查员
分工合作，一人检查船员护照和证
件，另一人询问船上装载货物等，英
语沟通的工作大多由陆晓维承担。入
船检查，通常会查看生活区、仓库、
机舱等容易藏人的地方，再看看是否
有可疑人员，然而这其中最苦的就是
机舱检查。机舱就是发电机组所在
地，陆晓维说温度最高的地方超过
60℃，通常他们检查一圈，干衣服
进湿衣服出，在夏季高温天经历双重
“烤验”对于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
这样的工作在一天当中循环着。
据保守估计，陆晓维一年超过三分
之一的时间在码头执勤中度过，逢
年过节，对他而言通通是“加班陪大
港”，翻看他的朋友圈，出现最多的一
句话便是“每逢佳节值班，格外想念
儿子”。

近日，由国家商务部组织、海警学院承办的非洲法语国家涉海执法官
员培训班学员到北仑边检站参观交流。此次培训班是由来自非洲法语地区
的毛里求斯、马里、科摩罗、喀麦隆等 9 个国家 30 多名涉海执法官员组
成。学员们实地参观了该站码头一线执勤业务科报检室、检查室、勤务值
班室等执勤场所，详细了解了北仑港的基本情况以及北仑边检站的勤务模
式、提高服务水平的经验做法。
本刊记者 王 杰 通讯员 郑 婧 摄

集中采集优化服务

我军司号制度恢复和完善工作全面展开
记者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了
解到，我军司号制度恢复和完善工
作正有序展开，拟从10月1日起全
面恢复播放作息号。明年8月1日
起，
全军施行新的司号制度。
据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部队管
理局领导介绍，恢复和完善我军司
号制度，是深入贯彻落实习主席关
于继承和弘扬我军优良传统重要指
示精神的重大举措，在强化号令意
识、
传承红色基因、推进正规化建设
和提振军心士气等方面将发挥重要
作用。
我军早在初创时期就建立了司
号制度，
为保障战争胜利发挥了巨大
作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战
争形态的演进和我军现代化建设发
展，军号的指挥通信功能逐步弱化，
过去以指挥通信为主的军号功能定
战争之变
位，
与时代之变、
改革之变、
不相适应。
此次恢复和完善的司号制
度，对军号的功能定位进行了调整
与完善，以部队管理为主，兼顾指挥
通信和军事文化建设功能。
据了解，新的军队司号制度明
确规范了军号使用的时机场合，并
明确了司号员吹奏与播放电子号音
相结合的司号形式，采取兼职为主、
专职为辅的方式调整编配司号员，
原有的名目类、勤务类、战斗类、仪
式类四类109种号谱，将精简优化

为作息类、行动类、仪式类三类21
种号谱。
新的军队作息号种 包括 起 床
号、出操号、收操号、开饭号、上课
号、下课号、午睡号、午起号、晚点名

相关链接

号、熄灯号、休息号等11个标准号
谱。10月1日起，驻同一营区的不同
单位，由营区管理单位统一播放作
息号，也可以根据需要分别实施；驻
港澳部队、驻海外保障基地部队和

其他海（境）外任务部（分）队，应结
合当地实际情况使用作息号；因特殊
原因不能播放作息号的，由旅（团）级
以上单位确定。
来源：解放军报

人民军队司号制度的历史发展

司号是世界各国军队进行通信
联络尧实施正规化管理尧鼓舞军心斗
志的传统手段遥 红色军号伴随着人
民军队从无到有尧由弱到强袁聚集了
人民军队诸多宝贵精神财富遥
我军早在初创时期 就建 立 了
司号制度遥1927 年袁 参加八一南昌
起义的国民革命军中编有司号分
队和司号兵遥中国工农红军第 4 军
成立后袁为保障各级首长调动和指
挥部队袁 在军部副官处编司号班尧
设司号官袁在团尧营尧连分设司号
长尧 号目和司号员遥1931 年 11 月袁
中革军委总参谋部在瑞金召开红
军司号会议袁根据部队在作战中反
馈的意见建议制定颁布了叶中国工
农红军军用号谱曳袁并发出叶关于司
号问题的通令曳袁 人民军队首次拥

有了自己的号谱和司号制度规范遥
号谱分为战斗号谱尧 勤务号谱尧名
目号谱尧 仪式号谱四类共 300 余
种遥1933 年 3 月袁 中央在瑞金附近
坪山岗设立红军通信学校袁开设号
兵班次袁 开始系统培训司号骨干遥
革命战争年代袁军号为保障战争胜
利发挥了巨大作用遥
新中国成立后袁 我军形成了完
善的军队司号制度遥 全军部队在连
编设司号员袁营编设司号班袁团编设
司号排袁 司号员成为我军基层部队
传统的野八大员冶之一遥1951 年袁中
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遥 我志
愿军团以下部队广泛使用军号袁对
野联合国军冶的心理震慑尧士气打击
起到了重要作用遥1962 年 6 月袁原
总参谋部通信兵部根据部队在多年

使用号谱中的意见建议袁 重新编印下
发了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号谱曳遥该版
号谱分勤务号谱尧 名目号谱尧 战斗号
谱尧仪式号谱共四类 109 种袁还附录了
两类共 8 个练习曲谱遥 上世纪八十年
代以来袁 随着战争形态的演进和我军
现代化建设发展袁 军号的指挥通信功
能逐步弱化袁应用使用范围逐步缩小袁
部分军营甚至不再使用军号遥
这次恢复和完善工作着眼发挥军
号在强化号令意识尧 传承红色基因尧
正规部队秩序尧 营造备战打仗氛围等
方面的独特作用袁 拟将原有的名目
类尧 勤务类尧 战斗类尧 仪式类四类
109 种号谱袁 精简优化为作息类尧 行
动类尧 仪式类三类 21 种号谱袁 采用
司号员吹奏和播放电子号音相结合的
方式实施遥

关于开展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作的公告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
视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为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使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家庭
悬挂光荣牌工作精准化，退役军
人事务部拟全面开展退役军人和
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作，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采集目的
此次信息采集工作的目标是
全面摸清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
象底数，为其家庭悬挂光荣牌，建
立健全服务对象档案和数据库，
为加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和
工作运行体系建设，维护军人军
属合法权益奠定基础。
二、采集范围
（一）采集对象。
信息采集对象主要包括以下
十二类人员：
1．军队转业干部；
2．退役士兵；
3．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和退
休士官；
4．军队无军籍离休退休退
职职工；

5．复员军人；
6．退伍红军老战士，包括 西
路军红军老战士和红军失散人员；
7．残疾军人；
8．享受国家抚恤的伤残民兵
民工；
9．烈士遗属，包括烈士的 父
母（抚养人）、配偶、子女和兄弟姐
妹；
10．因公牺牲军人遗属，包括
因公牺牲军人的父母（抚养人）、配
偶、子女和兄弟姐妹；
11．病故军人遗属，包括病故
军人的父母（抚养人）、配偶、子女
和兄弟姐妹；
12．现役军人家属，包括现役
军人的父母、配偶和子女。
上述采集对象既包括已享受抚
恤优待待遇的对象也包括未享受抚
恤优待待遇的对象；采集工作既要
丰富完善已有对象信息又要调查核
实新增对象信息，力争做到全覆盖。
（二）采集内容。
信息采集的内容主要包括退役
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个人身份信
息、政治面貌、对象类别、基本生活

状况等，涵盖户籍、救助、社保、医
疗、住房、抚恤优待、服役及安置情
况等多项基础信息和照片。具体内
容以信息采集工作软件填报表或纸
质填报表为准。
三、采集方法
（一）采集方式。
信息采集工作坚持属地管理，
分级落实，以采集对象户籍所在地
申报采集为基本原则。由县级人民
政府统筹负责，本级民政部门牵头，
会同当地组织、公安、人社、自然资
源、住建、医保和兵役等有关部门具
体组织实施，街道、村（社区）全面
参与落实。各村（社区）将统一设置
集中采集点，采取集中采集、自主申
报、上门校核等方式进行采集。
（二）采集地点。
请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在
规定时间内主动前往户籍所在地村
（社区）集中采集点申报信息。
四、申报材料
请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申
报时携带并主动提供下列证件或材
料原件：
（1）身份证；

（2）户口本；
（3）转业证、退伍证、离退 休
证等（军队转业干部、退役士兵、军
队离退休干部和退休士官、军队无
军籍离退休退职职工、复员军人、退
伍红军老战士、西路军红军老战士
和红军失散人员提供）；
（4）残疾军人证、伤残民兵民
工证、因战因公伤残人员证（残疾
军人、伤残民兵民工提供）；
（5）烈士证明书、因公牺牲军
人证明书、病故军人证明书等相关
证件（烈士遗属、因公牺牲、病故军
人遗属提供）；
（6）立功受奖证件；
（7）其他所需材料或证明。
五、时间要求
请各类对象于 2018 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 30 日主动前往户籍所
在村（社区）进行采集登记。
此次信息采集标准 时 点截 至
2018 年 10 月 1 日，之后新增加或
注销的采集对象，可随时采集更新，
建立定期更新长效机制。
宁波市北仑区民政局
2018 年 9 月 17 日

为推进退役士兵及其他优抚对象工作的顺利开展，进一步摸清退役士
兵及其他优抚对象的基本情况，小港街道竺山社区开展辖区内退役士兵及
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作。社区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做好政策解释，并
做好信息采集。在采集信息的过程中，社区组织专人进行审核及填表，做
到不错登、不漏登，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采集工作。
本刊记者 王 杰 通讯员 孙艳艳 支倩君 摄

慰问高龄老兵送温暖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大碶街道学苑社区老年协会与社区工作人员分
批慰问了辖区 80 岁以上高龄老人，为他们送上温暖。在 95 岁高龄的抗
战老兵马世运老人家中，慰问人员与马世运夫妇亲切交谈，切实了解他
们的生活情况，并叮嘱老人们要注意身体健康，注意饮食卫生，有什么
困难尽管向社区提出来。老人听后十分感动，连连向社区和老年协会表
示感谢。
本刊记者 刘盈蓉 通讯员 柴晓晓 摄

老兵少年共挥毫

近日，浃江知行社“八一吧”的老兵们携手小港街道爱好书法的小朋
友，一起挥毫泼墨，切磋技艺，共同感受书法艺术的魅力。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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