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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退役军人享受衣食住行文旅娱等多个领域的
“三优服务”

宁波崇军联盟正式上线
昨天开始，退役军人凭“甬尚老兵码”或“崇
军卡”，即可享受宁波崇军联盟 3000 户商家“量
身定制”的、覆盖衣食住行文旅娱等多个领域的
“三优服务”。

81 人组成的骑行队伍通过绿色出行的方式给宁波崇军联盟打 call。 记者 崔引 摄

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崇军联盟建设
昨天上午，宁波文化广场保利
到事关日常的公共交通出行；从
大剧院，宁波崇军联盟上线发布仪
牵动人心的医疗、教育，到陶冶人
式现场，众人的热情丝毫不逊于火
心的文化、旅游、娱乐……宁波崇
辣辣的阳光。
军联盟能在短时间内发展壮大，
从零开始，历时 5 个月，用心
是因为 3000 家成员单位有着相
用情用力打造，宁波崇军联盟的
同的“初心”：尊崇军人，是件理所
“茁壮成长”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共
当然的事，当军人选择“征途艰辛
勇担当”，我们自然“行经万里报
同努力和积极参与。发动社会力
量参与到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
赤诚”。
建设中来，成为宁波崇军联盟的一
在宁波崇军联盟的组建中，
大特色。
“国企助力、社会参与、群众支持”
从东钱湖韩岭老街上的小超
已成为一种常态，
大家用实际行动
市，到市中心和义大道上的行业
为宁波这座全国双拥模范城
“八连
巨头；从“鸡毛蒜皮”的柴米油盐， 冠”
城市，
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数字赋能宁波崇军联盟
“在知道有‘甬尚老兵码’后，
我第一时间申领。”上台发言的退
役军人代表史济浩说。
在宁波崇军联盟上线发布仪
式现场，崇军联盟动漫宣传片通过
生动活泼的形式，向大家展示了
“甬尚老兵码”
和
“崇军卡”
。
“甬尚老兵码”是宁波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响应数字化改革号召，
通过数字赋能的方式，
为退役军人
享受宁波崇军联盟的“三优服务”
专门研发的。退役军人通过亮码、

扫码即可享受
“三优服务”
，
同时还
可通过支付宝 APP 的宁波崇军联
盟小程序，
领取商家为退役军人提
供的专属优惠券。
为了大大提升退役军人享受
“三优服务”
的体验感，
宁波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还和中国建设银行宁
波分行、中国邮储银行宁波分行合
作，打造了代表退役军人专属身份
的
“崇军卡”
，
确保宁波崇军联盟的
“三优服务”覆盖尽可能多的退役
军人。

用快闪、骑行的方式表达内心喜悦
在现场，退役军人、志愿者们
用特有的方式表达对宁波崇军联
盟上线的喜悦之情。
在上线仪式举行的同时，宁波
市退役军人驿站军创文工团的志
愿者们早已“严阵以待”。接到要
在仪式现场进行红歌快闪表演任
务后，他们早早进行排练，还几番
调整表演内容和表演形式，力求
做到完美。
在上线仪式现场，随着嘹亮的
歌声响起，他们立马吸引了外场所

有观众的目光，
成为全场当仁不让
的焦点。
就在红歌快闪表演的同时，
一
旁，由退役军人志愿者和浙江工商
职业技术学院“红忆甬存”小分队
大学生志愿者组成的 81 人骑行队
伍早已
“摩拳擦掌”
。
随着一声令下，
他们骑着插有
宁波崇军联盟字样旗帜的哈啰单
车出发，
通过骑行的方式，
让更多人
知道宁波崇军联盟。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任宁 崔浙波

最可爱的人，
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

2021 年
“最美退役军人”
揭榜
本报讯（记者 石承承 见习记
城
“八连冠”
城市，
正是因为涌现如
者 林微微 通讯员 邵竹筠） 一口
此多拥军人物，
才使得
“军爱民、民
“灵桥牌”
普通话，
一连串精准的数
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成为这座
字……
“最美退役军人”
、象山县泗
城市的基因。
洲头镇墩岙村党支部书记鲍英钱
此次“最美退役军人”系列发
一上台、一张口，就能让人感觉到
布仪式，共发布了 20 名“最美退役
他的脚踏实地。
军人”、10 名“最美拥军人物”、10
娓娓动听的讲述，
令人动容的
名“最美退役军人工作者”、10 个
故事……
“最美拥军人物”
、海曙区 “最美退役军人工作团队”
。
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孙嘉怿用
“小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
故事”讲“大道理”，让台下的不少
他们的特点，
那就是无论在哪个行
观众不由自主地流下热泪。
业立足，
他们从不曾遗忘军人刻在
昨天下午，2021 年度宁波市
骨子里的优良品德；
无论在哪个岗
“最美退役军人”系列发布仪式举
位奋战，他们都始终秉承“有国才
行，
全市社会各界和退役军人代表
有家，有军才有安，我们不能让军
共 200 余人参加发布仪式。
人无私奉献，
应该力所能及地回报
朱国治是唯一没有到现场的
他们”
的信念。
“最美退役军人”
代表。今年42岁的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宁波
他，
是海曙公安分局江厦派出所二级
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市退役军人事
警长。由于连续工作，
过度劳累，
导
务局共同举办，也是我市 2021 年
致脑梗突发，
目前仍躺在病床上。 度“最美退役军人”系列学习宣传
朱国治的妻子代他到场领
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奖。对她的遭遇，
他人很难做到真
接下来，
全市各级退役军人事
正的“感同身受”，但她坚信，在大
务部门将持续开展“最美退役军
家的共同努力下，
希望就在前方。 人”事迹宣传实践活动，引导广大
除了“最美退役军人”，
“ 最美
退役军人和干部群众不断从先进
拥军人物”
也是这次发布仪式的发
典型上汲取精神营养，
凝聚精神动
布对象。宁波作为全国双拥模范
力，
投身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我市首个以退役军人为主题的
志愿服务宣传实践阵地

“81 号”
志愿服务 We 站昨启用
本 报 讯（记 者 石承承 通讯
员 徐霄侠） 昨天上午，在众多志
愿者的瞩目下，
“甬尚老兵”
退役军
人志愿服务总队队长乐铁峰接过
印有“81 号”We 站 logo 的钥匙，
打开位于宁波文化广场的宁波市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We 站。
随着“81 号”We 站开门大吉，
我市首个以退役军人为主题的志
愿服务宣传实践阵地正式启用。
不同于一般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 We 站，
“81 号”We 站
除了为有需要的人提供饮用水、应
急药品、雨伞、义务讲解、爱心救
助、失物招领外，着重突出“军人”
特色，采用“八一”服务模式，针对
退役军人开展“一”堂红色党课、
“一”
次心理辅导、
“一”
次政策宣传
等八个系列的志愿服务。
“81 号”We 站聚集了一批热
衷志愿服务的退役军人，
他们有个
共同的名字：
“甬尚老兵”
。
近年来，
我市各级退役军人事
务部门广泛动员退役军人投身社
会志愿服务，
成立了宁波市退役军
人志愿服务总队，打造了“甬尚老
兵”志愿服务品牌，形成了全市性
的退役军人志愿服务网络。
截至目前，我市已组建 400 余
支 退 役 军 人 志 愿 服 务 队 ，吸 引
9000 余名退役军人，累计开展志
愿服务 1.3 万余次，在环保、救援、

“81 号”We 站揭幕启用
站揭幕启用。
。记者 崔引 摄
助老、民生等各领域贡献力量。
在近万名退役军人身上，
充分
展现了
“退伍不退志、退役不褪色”
的使命担当和“服务战友、服务人
民、服务社会”
的炽热情怀。
这次“81 号”We 站的启用，将
继续着力打造“甬尚老兵”志愿服
务品牌，
以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常态化、多元化、多触角为目标，
使得“甬尚老兵”的品牌更具影响
力，
成为宁波志愿服务文化的特色
地标。
“81 号”We 站启用后，将面向
市区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团队募集
志愿服务，引导、发动更多退役军
人加入到志愿服务行列中来；
最大
限度融合各方资源力量，
奋力形成
退役军人志愿服务磅礴合力；
着力
搭建公益组织、公益项目、公益智
慧与公益人才的交流和对接平台，
提供定点定期宣传展示和志愿服
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