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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同舟，必须拧成一股绳”
———记甘肃省临夏县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安华山

■李 辉 本报记者 肖传金

11 月上旬，甘肃省临夏县将投资

800 多万元新建的保障服务中心无偿划

拨给县人武部使用，并按应急应战要求

进行了信息化改造。

该县人武部营院是上世纪 80 年代

修建的，营房老旧、办公设施老化。2011
年 9 月，经上级批准临夏县在韩集镇双

城村建设新区，新区建好后，县委、县政

府等行政单位相继搬到新区，唯有人武

部还在老城区的旧办公楼上班。

对此，县委书记安华山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去年议军会上，他提议带头

贯彻执行中央规定，压缩行政单位办公

用房，并决定将新建的一处保障服务中

心划拨给县人武部用做办公场所。

临夏县有着良好的拥军传统。当

年，王震将军率领 10 万大军，在临夏

县各民族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胜利抢渡

黄河，挥戈西进。作为县人武部党委第

一书记，安华山经常说：“要带着感情

来弘扬当年军民风雨同舟的光荣传统。

风雨同舟，必须拧成一股绳！”

2012 年 8 月 15 日下午，莲花镇码

头一辆运输船在暴风雨中发动机停止运

转，情况危急。县应急办接到求救信

号，刚上任半年的安华山带领兵民应急

分队火速奔赴现场，经过两小战的奋

战，6 名受困人员成功得救。

也就是这次成功的抢救，让安华山

看到了民兵应急分队在关键时刻发挥的

作用，同时也打心眼里对这支队伍高看

一眼、厚爱一分。

为了拧成一股绳，安华山指导军地

联合制定 《加强基层武装部建设的意

见》，对乡镇街道武装部建设进行规范，

形成了 12 项抓建硬指标；按照基层武装

部“七有”和民兵营连部“八有”标准改善

基础设施、完善规章制度；军地联合出台

专项法规，对专武干部选拔任用途径、考

核任免程序、调整交流路子等进行明确，

规定专武干部调整配备使用须由人武部

先拿意见，确保选准配强专武干部。同

时，他们调整林区、江河沿线等自然灾害

易发区域的民兵组织布局，建立了精干

管用的民兵应急分队。前不久，该县基层

武装部接受上级组织的达标考核验收，

正规化建设达标率达 100%。

对国防建设投入真情，最终要落实

在支持武装工作上。这几年，在安华山的

过问下，该县财政每年给人武部追加训

练经费，不断加大民兵预备役战备训练

力度，有效提高了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在安华山的关心下，先后将 21 名优秀年

轻干部提拔为乡镇武装部长，7 名专武

干部转任党政重要职务，充分调动了广

大专武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从 2012 年

起，县里给每名入伍新兵发放 2000 元慰

问金，优先给军属安排低保和危旧房改

造项目，有效破解了“征兵冷”难题。

坚持管方向、办实事、解难题，全

县武装工作有了长足进步。在他的带领

下，县人武部先后被临夏军分区评为军

事训练先进单位、征兵工作先进单位，

他本人被甘肃省委、省军区党委表彰为

“党管武装好书记”。

母亲朱培英隐瞒绝症，在与病魔抗争的日日夜夜，用一个约定支持儿
子戍边报国；儿子石永超爱军精武，比武场勇夺 18 块奖牌，用军功章告慰
母亲———

忠义母子的最美约定
■金 星 张后胜 周小亮

“妈妈，按照我们的约定 ,我立功

了！”10 月 26 日，身着军装、胸前佩戴

二等功奖章的石永超站在母亲遗像前，

心中默念着母亲临终的叮咛。在他的手

中，是一张精美的卡片，那上面，有一位

母亲与儿子的约定。

石永超出生在浙江省嘉兴市南湖

边，听着母亲讲的红船故事长大，立志

要当一名解放军。2009 年底，高中毕业

的他实现梦想，来到东海前哨舟山警备

区某部，成为一名光荣的海防战士。

岛小、风大、雾多……刚到部队，石

永超看着眼前荒凉的小岛，顿时心里凉

了半截。然而，在母亲朱培英的鼓励下，

小岛的艰苦寂寞没能压垮他，反而磨砺

了他。当兵第二年，石永超便当上了班

长、入了党，后来转改了士官。

2012 年 3 月 26 日，刚从部队探亲

归来的朱培英感到全身乏力，提不起精

神。她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乳腺癌，需

立即住院治疗。这个消息对刚从部队探

亲归来，正沉浸在儿子成长进步喜悦中

的朱培英来说，犹如晴天霹雳。然而 46
岁的朱培英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病

情，而是正在部队服役的儿子石永超。

为不让儿子担心而影响工作，她与所有

亲人“约法三章”：不能让石永超知道她

患病的事，不能把石永超叫回来，不能

给部队添麻烦。

恶心、呕吐、掉头发……在接下来

6 个疗程的化疗中，每一天对朱培英来

说都是一种折磨，可她总是强忍着疼痛

与病魔作斗争。一天，心思缜密的石永

超在电话里听出端倪，再三追问下，乐

观的朱培英才假装安慰儿子：“别担心，

妈就是咳嗽，住几天院就好了。”

几个月后，石永超发现母亲咳嗽得

愈加厉害，决定申请探亲回家看看。朱

培英再次恳求亲人帮她隐瞒病情，并苦

苦哀求院方加大用药剂量。

善意的谎言，骗过了石永超。在医

院里，他每天忙前忙后，看着母亲症状

渐轻，便没往坏处多想。归队前，朱培英

交给儿子一张精美的卡片，上面写着：

“我们的约定：你在部队争取立功受奖，

妈在医院争取早日康复。”

探亲归队后，石永超常把这张卡片

拿出来细细品读，小小卡片给了他无穷

的力量。在训练场上，他总是把标准提

高，训练服常常被汗水浸透；在考核场

上，他总是负重参加，终点时常常背着

好几支步枪回来……看着石班长脚底

的血泡、手上的老茧，战友们打心眼儿

里佩服，称他为“硬汉班长”。

石永超在部队成长进步，母亲朱培

英的病情却在急剧恶化，扩散的癌细胞

吞噬着她的左肺，就连咳嗽和正常呼吸

都需要仪器辅助。每次与儿子通电话，

她都拼命压制住咳嗽声，憋得浑身颤

抖，全身冒汗……就这样，在治疗的

584 个日夜中，朱培英从未告知石永超

丝毫患病信息。

接到医院发出的病危通知，石永超请

假赶回家见母亲最后一面。临终前，朱培

英吃力地拉着儿子的手说：“儿子，别忘了

我们的约定……”2013 年 10 月 26 日，朱

培英走了。

与母亲的约定像一股精神力量，指

引着石永超在强军征途中勇往直前，勇

攀高峰。2 年来，他先后在上级组织的

比武考核中夺得 18 块奖牌，被军区表

彰为“何祥美式爱军精武标兵”，2 次荣

立三等功，钻研摸索的“三点一线架炮

法”和“测俯仰解算距离法”在警备区得

到推广。今年 2 月，他被南京军区表彰

为“优秀士官标兵”，并荣立二等功。

守护着与母亲的最美约定，石永超

又踏上新的征程。

专业应急分队缘何输给预编单位
———云南某预备役通信团开展对抗演练侧记

■缪祥兴 本报记者 严 浩

“怎么可能？竟然输给了自己的预

编单位？”11 月 4 日，云南某预备役通信

团的军事训练形势分析会上，团领导通

报了该团 10 月底自设对手开展通信组

网对抗演练的成绩。然而，这份成绩单

却让官兵一时难以接受———由专业教

员组成的该团应急演练分队，竟然输给

了所属三营的一个预编单位。

事情还得从演练说起。当天，按照

演练计划，该团官兵迅速到达指定地

域，准备器材，立即进行通信枢纽的开

通与架设。这天，充当“蓝军”是预编

单位昆明某通信有限公司的预备役官

兵，他们也在紧张地忙碌着。

“接力要素开通完毕！”“程控要素开

通完毕！”指挥所里不断传来各台站的通

报。依托某型国动委野外机动系统，官兵

们将电子地理信息图、卫星传输系统、采

集系统等先后联通，各种通信手段也相

继建立。官兵们信心满满，还有人打趣

道：“原来是预编单位嘛，构不成什么威

胁，这联络不是很顺畅吗？”

突然，某型数据采集系统出现蓝屏，

并持续了 5 秒左右。下士刀原成立即向

班长王帅报告，然而王班长当时并没在

意，他说：“这种情况实属正常，可能是电

压不稳，也可能是接触不好。”然而，就

在这蓝屏的短短几秒钟里，预编单位已

经顺利进入该系统。预编单位人员很快

把一段视频和语音传到了指挥所。指挥

所领导一看，正是应急演练分队传输的

作战指令！

这犹如一记重拳，让这场演练以应

急演练分队的失败而告终。应急分队人

员都是团队各专业的教员，对装备操作

可以说是烂熟于心，然而却因为放松警

惕，让“蓝军”钻了空子。演练复盘时，预

编单位道出了事情原委：他们通过某型

便携式采集终端，对以前参加训练时的

频率熟记于心，演练时在自己的装备车

里加载这个便携式终端后，相关作战指

令便能轻松获取。

“对方把眼睛都安在了我们的系

统里，你们服不服？”团领导的话掷地

有声：“不要用惯性思维来看待问题，

更不要眼高手低、目中无人，未来战场

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复杂。”演练后，

官兵们认真对照演练中出现的问题进

行整改提高，促进了团队信息化训练

水平的提升。

为丰富新战士的课余生活，江苏省军区某舟桥旅协调驻地图书馆开展

“文化进军营”活动。图为 10 月 24 日，新战士在图书馆管理员的指导下，挑

选自己感兴趣的图书。 张永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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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体裁衣”抓教育，该是什么样

子？11 月初，笔者来到广东省湛江军分

区，翻开一份教育计划，上面清楚地记

录着从党委中心组到基层，从人武部

到海防团，不同层次人员对应着不同

教育重点。笔者仔细对比后发现，教育

内容和方法手段也完全不同。

岗位要求什么，
思路围绕什么

今年 10 月，该军分区组织官兵野

外驻训。阵地上的一幕教育景象让。笔

者眼前一亮：保障分队的课堂就在车

厢内，战炮分队则把黑板搬到了火炮

前，一堂战斗精神培育课就这样依据

岗位特点展开……

什么样的教育最吃香？过去，该军

分区曾发现有的单位在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中“天天都煮一锅饭”，明明是针对

新战士如何适应部队新环境的授课，对

象却成了全连官兵，有的官兵开玩笑

说：“我们都留级蹲班了。”类似这种“一

锅煮”现象在军分区不在少数。

“教育缺乏针对性，谈什么感召

力？”该军分区领导感到，教育要奔着

活思想，就要搞明白军分区机关、海防

部队、人武部、基层等各层次人员的思

想需求，围绕教育主体，才能贴近实

际，做到有的放矢。

“在教育重点上，领导干部侧重‘三

严三实’和担当作为；基层干部则偏重

爱岗敬业，提升打仗本领；士官要强化

爱军精武，民兵要在增强纪律意识和号

令意识上多作文章，教育内容要一一对

上号才行。”该军分区领导向笔者介绍。

笔者在廉江市人武部教育现场看

到，讨论题刚抛出，就引起不小的轰

动。原来，党委成员、干部职工、专武干

部、民兵分别拿到了不同的讨论题目，

大家可以根据自身实际各抒己见。“我

们在分组讨论时，由于题目不同，大家

的发言不再是千人一面，我们都听得

有滋有味，也入脑入心。”政工科长舒

伟对笔者说。

现实需要什么，
教案更新什么

点开该军分区的一个政工网页，

10 月份的 3 份教案引起笔者的注意：

短短数周，这些教案就被浏览下载达

200 余次。这些教案缘何如此有吸引

力？在网友的帖子中，笔者琢磨出了个

中缘由。原来，像“五中全会给家乡带

来什么影响”等这样的新鲜事都能在

这里得到详细解读。

“教育只有紧贴形势任务，才能凸

显出感染力和感召力。”军分区政委陈

洪告诉笔者，国防和军队改革临近，他

们第一时间开展问卷调查和谈心座

谈，掌握了官兵“盼什么，忧什么”的思

想状况。一场围绕“改革是什么，改革

看什么，改革干什么”的教育大课，让

敏感问题及时“脱敏”，激发了官兵精

武迎改革的干劲冲劲。

教育还有“炒剩饭”的现象。今年

上半年，新规明令“官兵休息时间可以

使用智能移动终端”，可一名干部在防

间保密课上，却拿着去年的教案重申

“严禁使用智能手机”，闹了笑话。无独

有偶，今年首次“两退一补”，有人想着

把去年老兵退伍教案改一改了事，结

果老兵两次退伍，旧教案根本不能适

应新情况。

“教育炒剩饭，怎能吃得香？”该军

分区升级了“基层指导员之家”“青年

民兵之家”，购置数字高清电视制播系

统、高性能政工网络工作站等设施，搭

起教育硬平台；建立了教案更新机制，

成立优秀教案评估小组，遴选基层议

教员、评教员，严把教案质量关，确保

内容新颖生动，有吸引力。此外他们还

在网络室依法增设互联网区，推行“互

联网+”教育模式，让网络社会热点问

题及时走进课堂。

在一次授课中，《不能抹黑英雄》

《军人优待哪儿去了》等网络帖子被搬

上课堂，引起官兵的热议。

时代呼唤什么，
课堂跟进什么

新一代革命军人该是什么样子？

教育课堂上不再是生硬说教，而是一

系列生动的纪实片。该军分区将镜头

对准了驻地群众，把话筒交给了当地

百姓：“军人有本事，就是抢险救灾顶

得上”“军人血性就是不怕苦不怕死，

即便遇到强敌也敢亮剑……”

这场教育，他们把街拍视频剪辑

成“灵魂”“本事”“血性”“品德”4 个姊

妹篇，把 15 位优秀军人事迹拍成视

频，新颖活泼的“街拍+授课”“故事+画

面”的模式一亮相就抓住了官兵眼球。

几段小视频上传至政工网后，点击量

居高不下，跟帖回帖累计逾千条。

“旧船票上不了新客船。课堂只有

紧跟时代步伐，教育才能与官兵同频

共振，入心入脑。”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章泽伟介绍说。经验表明，教育手段的

持续创新，更容易引发官兵课堂专注

度的增长。

今年，广东省军区工作组和兄弟

单位来军分区参观见学，营区主干道

引起大家的注目：精美的灯箱上印着

先进单位和个人的画像，灯箱上的电

子屏则滚动着典型的“精武心语”和普

通一兵的“微言寄语”，灯箱与政工网

络联通，官兵发布的优秀微言微语可

以实时呈现。

而在连队基层信息视窗前，只见

指导员刘帅雄指尖轻触屏幕，列兵洛

火小红等 10 名战士上传的 《百团大

战》观后感就跃入眼帘，下方来自班排

长的点评，以及战友们的“点赞”，让

“什么是军人样子”的话题格外生动。

自媒体时代，该军分区感到，每个

官兵都是发光体。如今，更多的教育理

念得到革新。在湛江霞山区，海上民兵

分队时常远洋捕捞，针对海上教育难

落实的现状，他们探索出“互联网+民

兵教育”模式，将理论要点和书籍精简

成电子版和录音版，定期从网上发送

到电脑和手机终端，采用短信群发平

台、微信视频通话等形式远程授课，确

保兵撤千里不失控，航行千里不迷航。

把把身身边边典典型型请请上上教教育育课课堂堂。。 李李 骏骏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