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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着革命前辈的样子做
■山西省军区司令员 冷杰松 政 委 郭志刚

习主席在古田全军政工会上强调

要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

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并对军队好干

部提出了“对党忠诚、善谋打仗、敢于

担当、实绩突出、清正廉洁”五条标准，

山西省军区今年持续开展了“新一代

革命军人样子”大讨论，着力引导广大

官兵认清“四有”重大意义，把握“四

有”时代内涵，立起“四有”行为标准，

争做“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

有学者称，共产党战胜国民党，是

“延安作风”打败了“南京作风”。那时的

延安，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但无论干部

还是战士，大家都有革命军人的好样

子，都在研究抗日战争、都在谋划解放

全中国。革命军人的好样子，这既是战争

年代克敌制胜的法宝，更是新时期强军

兴军的基石，作为新一代革命军人，我们

必须继承优良传统，照着革命前辈的样

子做，确保切实履行新的历史使命。

“风不难化也，自上及下而风行”。

树立新一代革命军人好样子，各级领导

干部必须以身作则、行之以躬，要求基

层官兵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所属

人员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并以更高的

标准、更严的尺子来衡量自己。当前，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整顿正在扎实推

进，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严起来实起

来，决不可严下不严上、严人不严己；要

带头遵规守纪听招呼，决不能选择性执

行、应付式贯彻；要带头增智强能，决不

能甘于平庸、得过且过。在此基础上，各

级党委要围绕大讨论剖析出来的问题

进一步明确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

认账，亲力亲为抓整改，立标杆、当示

范。对整改事项要实行限时办结报告制

和审核销号管理制，既明确责任人和责

任部门，又有时间表和路线图，做到任

务明、措施实、责任清，确保所查摆出来

的问题得到真改实改彻底改，切实让广

大基层官兵看到实效，用实际行动树立

强军路上带头人的好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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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打通梗阻的思想斗争！

这是一场固本培元的精神洗礼！

从春夏到秋冬，贯穿全年的“新一

代革命军人样子”大讨论在山西省军

区如火如荼展开。无论将军还是士兵，

无论机关还是基层，大家围绕“军人应

该是什么样子、哪些地方不像样子、怎

么才能立起好样子”等话题展开讨论、

交流、辨析，并真查实摆问题、真纠实改

作风，使“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

德”这个新一代革命军人的标准烙在每

位官兵心中。许多官兵说：“军人好样子

是上战场的资格证，我们要内修外练，

确保手持这张资格证！”

打扫思想认识的灰尘———

把差样子祼晒在阳光下
近日，记者参加该省军区机关组

织的一场大讨论活动，让记者真切感

受到了打扫思想认识的灰尘，把差样

子祼晒在阳光下的情景。

“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讨论新一代

革命军人的样子？就是因为现在我们

队伍中有少数同志不像样子！”省军区

参谋长吴国志率先发言直奔主题。随

后，他列举了“身穿军装不上训练场，

营区训练设施生锈”等不像样子的人

和事，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要谋打仗

之事、尽打仗之责、强打仗之能，这才

是有作为、真作为。”该省军区政治部

副主任巩保成就怎样立起政治机关和

政治干部好样子讲出了自己的心声。作

为老政工，他毫不留情地抨击了个别政

治干部军人身份弱化、打仗意识淡化，习

惯于在材料堆里纸上谈兵、指手画脚检

查工作，甚至存在“拿得了笔却端不稳

枪，坐得住开会却跑不了操”等现象。

在会议发言中，许多同志检讨自

己不同程度存在的战备松懈、循法不

严、创新不够、作风漂浮、畏难避事等

问题。台上，发言的官兵态度诚恳，剖

析问题不遮不掩；台下，聆听的官兵自

觉对号入座，如坐针毡。

据山西省军区司 令 员 冷 杰 松 介

绍，坚持立查立改，是该省军区大讨论

活动的一大亮点。今年以来，省军区党

委机关结合“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整

顿，狠抓训风演风考风，大力开展干部

大检查、财务大清查等专项清理整治

活动，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在解决基

层反映较多“五多”问题上严格建章立

制，对以往的文件规定逐个审查，看是

否跟得上部队发展的需要，看是否有

利于战斗力的提升，先后修订废止了

不合理文件规定 10 余个，用行动树起

了省军区党委机关的好样子。

清除血液中的病菌———

让好样子融入血脉奔腾
“这样子、那样子，能打仗打胜仗

就是革命军人该有的好样子。”该省军

区所属的师团级单位大多地处城市繁

华地段，八面来风，官兵容易受到社会

不良风气的影响。“曾几何时，一些官

兵不谋打仗谋打牌，不谈练兵谈经商。

试问，这样的军事机关能否肩负起打

胜仗重任？”讨论中，省军区后勤部副

部长郑泰山发出的拷问，让大家脸红

心跳后背冒汗。

省军区部队处在军地结合部，工

作与地方接触多、人员与百姓距离近，

官兵的一言一行直接关系军政军民关

系和军队军人形象。教育中，省军区党

委以“展示军人好形象、当好军队好窗

口”为切入点，要求所属官兵在举旗铸

魂上强化担当、在弘扬传统上积极作

为，争做“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

“到了人武部、别想再进步，这些错

误思潮严重削弱了官兵的战斗意志。我

们必须明确，人武部是军事机关，人武

干部是革命军人！”孝义市人武部政委

梁敬修的发言引来许多官兵的点赞。

“源澄而流清，源浑而流浊。”有的

人认为，人武工作七分靠嘴、三分靠

腿，凭感情办事、靠喝酒解难，能拉关

系会搞协调就是有能力……讨论中，

在人武部工作已 14 年的昔阳县人武

部政工科长刘欢华感触颇深。他说，通

过这次讨论，要切实清除血液中的病

菌，让革命军人好样子融入血脉奔腾。

“你有没有军人的使命担当”“你

敢不敢正视军人样子上的差距”“你离

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有多远”，结合大

讨论，临汾军分区开展“反躬三问”对

照检查活动，戳痛大家的思想软肋。官

兵们表示，要讨论清楚革命军人样子，

更要脚踏实地干出好样子！

走上应急应战训练场———

树牢练兵备战好样子
样子好不好，关键看行动。该省军

区从战备值班、军事训练和清房、用车

等一批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抓起，扎

实进行治理整顿，严格落实战备值班

等各项规章制度，全要素全时段保持

战备状态。

据该省军区政委郭志刚介绍，省

军区组织全体机关干部进行手榴弹实

投实爆和各类轻武器实弹射击等实战

课目训练，7 名常委走在参训队伍第一

排，率先拉开引信投出手榴弹。前不

久，该省军地联合组织全省国防动员

演练，省市县三级国动委成员单位 138
位军地主要负责人全部参演，上机操

作、上场操练。省军区机关各部门结合

自身在战时国防动员中所担负的职能

任务，围绕抢险救灾、维稳处突、防空

防卫等实战课目，各自确定 3 个以上

课题作为应急应战研究靶标，部门领

导牵头研究攻关，取得了一批战法训

法成果。

“革命军人好样子既需要官兵自

觉维护，更离不开必要措施的促进。”

今年，该省军区为提高机关干部的应

急应战综合指挥能力，先后 7 次从国

防大学等军地高校请来专家教授授

课，并组织机关干部集中进行军事技

能全员培训，他们从一体化指挥平台

操作入手，强化临机导调指挥、联合作

战情况处置等课目训练，着力提升机

关干部的应急应战指挥处置能力。

“主要精力研究打仗，是军人应有

的好样子。”在上级组织的军事训练考

核中，任职近 7 年的山西某预备役工

兵团团长赵金洪取得全优成绩，他在

讨论中讲述自己刻苦训练的故事，引

来许多官兵的点赞。随着讨论的不断

深入，官兵们的思想认识逐步深化。一

位名叫“老兵”的网友在该省军区政工

网“大讨论议坛”中留言说：“内修外练

树牢新一代革命军人的好样子，我们

永远在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继续做好贯彻全军政工会精神的下篇文章继续做好贯彻全军政工会精神的下篇文章

本报记者也是一名预备役中尉，首次参训有哪些所见所闻？请看———

亲历预备役军官集训
■本报记者 罗丁紫

11 月 2 日，我早早将军装熨好，把

银星肩章戴上。在“记者”这一身份之外，

我是全军预备役频谱管理中心的一名预

备役军官，中尉军衔。11 月 4 日至 13
日，第 3 期全军预备役频谱管理部队预

备役军官集训班在武汉的一所军校开

班，我作为其中一员，全程参训。

中尉、连职干部，在影视作品中、在

现役部队里，是一名能够带领一个连完

成作战任务的基层指挥员，而我，地方高

校毕业，无服役经历，加入预备役部队后

首次参训。我的心里充满新鲜和好奇，我

的肩头却是沉重压力。

军人：关键时刻无我有敌

清晨 5 时 50 分，我被急促的起床哨

音惊醒，和战友们一样，动作利索地穿

衣、洗漱，开始了军营一日生活。

6 时 10 分出操，6 时 40 分回宿舍整

理内务，7 时 10 分早餐，8 时上课，接受

专业培训……一直到晚上 22 时 30 分熄

灯，一切都是那么严格紧张而又井井有

条。然而，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不易。立冬

前后的武汉格外阴冷，每天清晨 5 时 50
分起床就是一个难题。那个时分，温暖的

被窝总是紧紧裹着我的身躯，哪怕多睡

5 分钟，我都会觉得占了很大的便宜。尽

管如此，集训期间我们没人赖床、没人迟

到一分钟，因为我和战友们都清楚：入营

参训，我们就是军人，就要严格锤炼自

己，何况我们是军官。

以前，我有许多不理解：为什么古今

中外的军队都强调整齐划一？为什么军

营一日生活由刺耳的哨音和急促的脚步

组成？为什么军人的神经总是绷得如此

紧张？现在我明白了：战时，明明知道往

前冲意味着流血牺牲，如果没有强烈的

军令意识，谁往前冲？平时，人们享受着

和平，如果军人不绷着随时准备打仗的

神经，哪有和平的阳光！

在参训的日子里，给我们上课的教

员不仅教给我们专业知识，也以身作则

告诉我们什么叫军人。有一天下课后，我

发现刚才站在讲台上授课的老教员已经

快速换上了作训服，在操场上进行体能

训练，准备参加考核。他的头发花白，但

他长跑的脚步却是矫健。

在手枪实弹射击训练时，女教员黄晓

峰邻位的射手击发后，弹壳飞掠黄晓峰的

脖子，当时她便感觉一阵疼痛。但在那一

瞬间，她没有慌，更没顾上处理伤口，而是

纹丝不动端稳手枪，瞄准靶心，击发！

———这是一个普通女人能有的镇

定吗？不！这是一个女军人才有的危机

处理表现。现在，我就是一名预备役女

军人，我要学黄教员的临危镇定，关键

时刻无我有敌！

军装：每次穿着都是宣誓

开班典礼上，全军预备役电磁频谱管

理中心主任尹铁华说：“此次培训，实际上

是一次宣誓———向军旗宣誓，向这身军装

宣誓。加入预备役部队，穿上这身军装，你

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序列中的一员，

就要有新一代革命军人的使命与担当！”

向军装宣誓，确该如此。我永远不会

忘记入队仪式那一天，全军预备役电磁频

谱中心的首长在大会上宣读批准我入队、

任命我为政治部干事的命令，并发给我预

备役军官服。当我穿上军装，上台向部队

首长敬礼时，我的心就在宣誓：我要成为

一名合格的军人。此后，每一次教育训练

时穿着军装，我都在宣誓！

全军预备役频谱管理中心政委徐堃

说，我所在的部队是我军首支依托行业系

统组建的预备役部队，任务艰巨、使命光

荣。在信息化条件下，战争将在陆、海、空、

天、电多维空间展开，其中的“电”即指电

磁战场。有外军专家认为：“频谱是一种无

形的战斗力，和子弹一样重要”，并称“21
世纪是频谱战的时代”。我为自己是这支

特殊预备役部队中的一员而骄傲！

此次集训，我和分布全国各地的许多

战友一样，接到奔赴武汉的动员令后马上

向单位领导报告情况，迅速交接手头工

作，许多战友克服了平时没能克服的困

难，乘坐汽车、火车、飞机赶往武汉集结。

11 月 3 日 20 时，集训队组织点名：

“李丽”—————“到！”

“顾美林”—————“到！”

“罗丁紫”—————“到！”……

队长以军人的标准动作走到队列

前，立正、敬礼。他说：“同志们，你们身怀

专业技术，有多位同志还是专家。此前，

部队领导不担心你们完成专业任务的能

力，但是，担心你们能不能够召之即来？

今天，同志们以实际行动证明，你们随时

听从军号的召唤。我作为现役干部，感谢

你们，向你们敬礼！”

“啪”地一声，我和战友们一起坚定

有力地立正还礼！我觉得，此时，我已经

转换了身份，已经向成为一名能打仗打

胜仗军人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军歌：铿锵节奏胀我血管

11 月 11 日，我与战友们一起来到

野营训练基地，进行方位判定和识图用

图训练。我将红蓝黑 3 支铅笔插在迷彩

服的上衣兜中，肩背一块小木板，上面用

图钉钉着地图，手里拿着指北针，形象很

是专业。 教员谢军对我说：“可别小看

识图用图训练，这是一名军人的基本能

力素质。如果你不识图，打起仗来找不到

任务地点，怎能完成任务！”

我们小组的任务是根据坐标找到 5 处

地点，题目为“电线杆高两米处的文字”“无

名高地南侧 150米有什么场地”等内容。教

学形式颇有点像一档很流行的电视节目

《奔跑吧，兄弟》。教员讲解完理论后，就该我

们上场了。只听教员一声令下，原本方砖一

样整齐的队伍，放射性地撒向山野。大家在

山间小道穿梭，拿着指北针对照地图，计

算、寻找。最终，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

这一课让我明白，作为军人，光有奉

献精神与责任意识还远远不够，更为重

要的是要有完成战斗任务的能力。我所

在的这支预备役部队承担着特殊的作战

任务，并且近年来多次在重大任务中发

挥作用。一起参加培训的战友告诉我，在

“联合行动—2015C”演习中，由于信号

干扰，导演部无法接收演习现场的视频。

他们大队奉命出动，查找、监测、分析、排

除干扰源，仅用 30 分钟就解决了问题。

去年，空军举行信息条件下作战演

习，动用飞机、雷达、地空导弹、电子对抗

等多种武器装备，电磁频谱管理难。我部

机动监测大队奉命参演，为武器装备部

署提供电磁频谱方面的专业意见。演习

展开后，参演预备役军官梳理了演习地

域数十万个民用无线电台站数据，与空

军主战装备用频进行比对分析，制定相

应策略，并配合空军某部在对“敌”机实

施电子干扰时及时接收“敌”机的变频信

号，出色完成了任务。

11 月 14 日，我们结束培训，告别军

营。10 天时间虽短，但让我明白了如何

成为一名合格的预备役军官，如何更好

地履行职责使命。乘车离别军营时，《当

那一天来临》的铿锵节奏让我血管膨胀。

我想，当那一天真的来临，我会和许多战

友一样：“为了胜利勇敢前进！”

上图：本报记者罗丁紫在工程技术

车上训练。本报特约记者 荆继军摄

1 0 月中旬，安徽某预备役团在皖西某地组织重要目标防卫作战演练。此次演练设置全程侦查、全程打击、全程对抗情

况，突出防卫作战“搜、防、驱、歼”的战法，着力提升部队的实战能力。 张 军摄

■本版责任编辑 ／ 贝 骁

随州市通过军民融合推动产业优势转变为发展强势

“参军”，民企升级新路径
本报讯 李运波、记者何武涛报道：

11 月初，湖北随州喜讯频传：由民营企

业———广水盛华公司研发的一个军需产

品被部队选用；程力汽车军品生产线即

将投产；厦工楚胜公司正在申请军品生

产资质……如今在随州，参与军品研发

生产已成为民企实现产品升级和企业壮

大的新途径。这是该市出台军民融合深

度发展举措引发的喜人效应。

随州市有着“中国专用汽车之都”美

誉，汽车产业聚集程度和配套能力较高。

依托这一优势，该市致力创建国家应急

设备产业基地，应急救援设备产品已涵

盖监测预警、救援处置等 4 大类 100 多

个品种，拥有相关规模企业 30 多家，年

产值突破 100 亿元。在 9·3 大阅兵中，由

该市齐星公司生产的特种车辆载着先进

武器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天安门广场。

为进一步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该市

出台配套政策，鼓励民企积极有序参与

军品科研和生产，打造新型军民融合产

业体系。针对一些民企担心按照军民通

用技术标准研发生产装备可能引起成本

提高、风险加大、市场缩小问题，该市从

策划研发项目、培植融合产业、扶持重点

企业等多种途径推出激励机制，并向民企

通报军品需求信息，激发民企“参军”的积

极性。据随州军分区司令员谢建国介绍，

刚结束的该市军民融合领导小组会议决

定，“十三五”期间，该市将投入近百亿元

资金用于军民融合项目建设，未来几年

将有更多的民企青睐军品这块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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