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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高端论坛举行

探索中国风格的军民融合理论创新
本报讯 刘群报道：11 月 27 日，国

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军民融合深
度发展研究中心与福建省龙岩市在古田
联合召开“军民融合发展战略高端论坛
暨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 2015 年
年会”。中央、国家和军队负责军民融合
工作的职能部门领导、地方政府负责军
民融合工作或经济动员工作的领导、大
型军工集团相关人员、军地院校专家学
者、国防大学领导和专家教授共 210 余
人出席会议。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围绕深入学习
贯彻习主席关于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的重要战略思想进行了热烈讨论，研
讨的主要内容包括：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的规划、布局、思路与发展趋势，军民融
合改革的背景、部署和主要着力点，军
民融合“十三五”规划相关重点项目、重
大工程、重要政策以及武器装备、国防
动员、军队人才培养、军队社会化保障、
网络信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会议
还围绕革命老区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的思路、方法、途径等问题进行了讨
论。与会专家认为，要深刻领会党的十
八届五中全会对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
建设融合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以
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为目标指
向，以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政治
保障，以推动重点领域军民融合发展为
关键抓手，健全军民融合体系，推动国

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全面贯彻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
理念，结合军民融合发展实际，聚焦重
大问题，在增动力、促平衡、可持续、拓
空间、更包容上求突破。

与会代表表示，要以强烈的责任担
当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理论创新，强
化战略规划，加强对国防经济发展和军
民融合带动性强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
的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对
策建议。要突出融合模式的探索研究，
形成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
国防经济和军民融合理论体系，不断开
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新境界。

湖南省军地联合组织“湘江 -2015”国防动员演习

三湘一盘棋 各练重点题
本报讯 喻齐归、特约记者周仁报

道：11 月上旬至中旬，湖南省军地联合
组织一场实战背景下的防卫作战暨国防
动员演习，该省军区所属的军分区、人武
部和预备役部队全程参演，省市县三级
国防动员委员会和成员单位全部参演，
呈现出“三湘大地一盘棋，各自演练重点
题”的景象。

练兵备战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任何时候都不能按下“暂停键”。近年来，
该省军地多次组织演习，他们把演习作
为练兵强兵的实践，着力破解组织指挥

不熟练、军地协同不顺畅等问题，扎实研
究重要目标防卫、装备物资保障和国防
动员成员单位职能作用发挥等课题。此
次演习采取上导下演、异地联动、网上和
现地实时检查的形式进行。在演习的组
织筹划阶段，他们全面设想战时可能出
现的各种情况，力求全方位锻炼提高各
级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实兵展开阶
段，他们根据各地各单位辖区环境和任
务实际，扎实演练防卫作战、支援保障等
课题，要求各单位熟练防空袭、反袭扰等
防卫作战战术战法和支援保障的装备动

员、医疗救护、保交护路、物资筹送等 12
种行动预案。同时，该省军区所属的师团
级军事机关协助各地党委政府，根据辖
区实际针对性演练抗洪抢险、扑救火灾、
事故救援等应急救援行动方案，既突出
重点，又注重实效。

记者了解到，这次演习，重点检验了
动员与作战的协同衔接、大规模战争中
社会救援行动的组织实施能力，推动了
军地联合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建
设，强化了该省党政军机关及相关单位
领导的国防观念和应急应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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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魏春富、记者熊华明报
道：福建省惠安县崇武镇西沙湾畔，
有一个解放军烈士纪念场馆，牵头建
馆并且守在这里的是一位今年已是
80 岁高龄的老人，她叫曾阿兴。每天
早晨 6 点，曾阿兴老人就起床，将解放
军英烈雕像前的茶杯逐个清洗后，斟
满茶，再摆上新鲜果品，以虔诚、朴素
的方式纪念烈士的英灵。截至今年 10
月，曾阿兴老人已经整整过了 19 年多
这样的生活。

曾阿兴老人缘何纪念解放军烈
士？这要追溯到 1949 年 9 月 17 日崇
武镇遭遇的一次空袭轰炸。当时，年仅
14 岁的曾阿兴跟随母亲到西沙湾畔干
农活。突然，敌机来袭，不仅扔下炸弹，
还用机枪疯狂扫射。母女俩惊慌失措，
不知如何是好。危急关头，驻扎在此的
解放军官兵冲了过来，有的拽着她俩
的手往掩体方向跑，有的在她俩背后
用身体掩护前行，有的用武器抗击空
袭，最终使母女俩顺利脱险。但是，空
袭过后才发现，有 5 名战士因掩护曾
阿兴和她的母亲而不幸牺牲。母女俩
扑在救命恩人的遗体上失声痛哭，许
久，母亲强压悲痛，一字一句地嘱咐
她：“解放军救了你我的命，我们要一
辈子敬爱解放军。”曾阿兴牢牢记住了
母亲说的这句话。

在那次空袭中，共有 27 名解放军
官兵为保护崇武镇父老乡亲而献出自
己年轻的生命。乡亲们把烈士安葬在
村旁的沙滩上，可是，还没来得及问
清烈士的姓名，部队就转战南下了。
从那时起，曾阿兴就常随母亲来到沙
滩上，以当地人特有的方式祭拜长眠
地下的恩人。

在这片沙滩上有一座庙宇，那是明
朝时的崇武百姓为纪念抗倭阵亡将士
自发修建的。看着庙宇，曾阿兴萌生了
一个想法：要修个场馆来传颂解放军烈
士的功绩。母亲对此十分支持，但对生
活拮据的母女俩来说，建场馆谈何容
易！1980 年，曾阿兴的母亲走到了生命
的尽头。临终前，母亲深为自己没能建
成烈士场馆而遗憾，就叮嘱她“一定要
把烈士场馆建成”。

既为母亲遗愿，也为自己心中的夙
愿，曾阿兴下定决心要建烈士场馆。她
节衣缩食攒钱，起早摸黑干活赚钱，到
1993 年，她积攒了 6 万多块钱，尽管这
笔钱对于建场馆来说杯水车薪，但她决
定付诸行动。于是，她向当地民政部门
提出给烈士建场馆的申请，获得批准后

镇政府还无偿划拨了千余平方米的土
地支持。乡亲们得知这一消息后，被曾
阿兴的虔诚所感动，大家自发展开了一
场捐资活动，你 300 元，我 500 元，凑起
了 60 万元钱。资金筹齐了，曾阿兴就请
施工队开工修建。她住进工地边的大棚
里，日夜忙建场馆事务。1996 年秋，烈
士场馆终于建成。

自从烈士场馆建成以来，曾阿兴
就义务当起了管理员，她不仅负责打
扫卫生，还给前来参观者讲述解放军
烈士的英勇事迹。如今，这座场馆已经
成了惠安县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上图：曾阿兴在烈士纪念馆里给驻

军部队官兵讲述烈士的英勇事迹。

誅 为她点赞

据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烈士所在

部队的老首长叶飞得知曾阿兴为烈士

建场馆的消息后，感慨万分地说：“人民

有情！”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说的这

四个字就是最好的点赞。我们的父老乡

亲最讲情、最懂情、最牢记恩情，有这样

的人民群众，我们只有为国为民无私奉

献满腔热血才堪称人民子弟兵！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高端论坛举行

探索中国风格的军民融合理论创新
本报讯 刘群报道：11 月 27 日，国

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军民融合深
度发展研究中心与福建省龙岩市在古田
联合召开“军民融合发展战略高端论坛
暨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 2015 年
年会”。中央、国家和军队负责军民融合
工作的职能部门领导、地方政府负责军
民融合工作或经济动员工作的领导、大
型军工集团相关人员、军地院校专家学
者、国防大学领导和专家教授共 210 余
人出席会议。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围绕深入学习
贯彻习主席关于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的重要战略思想进行了热烈讨论，研
讨的主要内容包括：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的规划、布局、思路与发展趋势，军民融
合改革的背景、部署和主要着力点，军
民融合“十三五”规划相关重点项目、重
大工程、重要政策以及武器装备、国防
动员、军队人才培养、军队社会化保障、
网络信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会议
还围绕革命老区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的思路、方法、途径等问题进行了讨
论。与会专家认为，要深刻领会党的十
八届五中全会对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
建设融合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以
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为目标指
向，以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政治
保障，以推动重点领域军民融合发展为
关键抓手，健全军民融合体系，推动国

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全面贯彻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
理念，结合军民融合发展实际，聚焦重
大问题，在增动力、促平衡、可持续、拓
空间、更包容上求突破。

与会代表表示，要以强烈的责任担
当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理论创新，强
化战略规划，加强对国防经济发展和军
民融合带动性强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
的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对
策建议。要突出融合模式的探索研究，
形成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
国防经济和军民融合理论体系，不断开
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新境界。

湖南省军地联合组织“湘江 -2015”国防动员演习

三湘一盘棋 各练重点题
本报讯 喻齐归、特约记者周仁报

道：11 月上旬至中旬，湖南省军地联合
组织一场实战背景下的防卫作战暨国防
动员演习，该省军区所属的军分区、人武
部和预备役部队全程参演，省市县三级
国防动员委员会和成员单位全部参演，
呈现出“三湘大地一盘棋，各自演练重点
题”的景象。

练兵备战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任何时候都不能按下“暂停键”。近年来，
该省军地多次组织演习，他们把演习作
为练兵强兵的实践，着力破解组织指挥

不熟练、军地协同不顺畅等问题，扎实研
究重要目标防卫、装备物资保障和国防
动员成员单位职能作用发挥等课题。此
次演习采取上导下演、异地联动、网上和
现地实时检查的形式进行。在演习的组
织筹划阶段，他们全面设想战时可能出
现的各种情况，力求全方位锻炼提高各
级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实兵展开阶
段，他们根据各地各单位辖区环境和任
务实际，扎实演练防卫作战、支援保障等
课题，要求各单位熟练防空袭、反袭扰等
防卫作战战术战法和支援保障的装备动

员、医疗救护、保交护路、物资筹送等 12
种行动预案。同时，该省军区所属的师团
级军事机关协助各地党委政府，根据辖
区实际针对性演练抗洪抢险、扑救火灾、
事故救援等应急救援行动方案，既突出
重点，又注重实效。

记者了解到，这次演习，重点检验了
动员与作战的协同衔接、大规模战争中
社会救援行动的组织实施能力，推动了
军地联合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建
设，强化了该省党政军机关及相关单位
领导的国防观念和应急应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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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魏春富、记者熊华明报
道：福建省惠安县崇武镇西沙湾畔，
有一个解放军烈士纪念场馆，牵头建
馆并且守在这里的是一位今年已是
80 岁高龄的老人，她叫曾阿兴。每天
早晨 6 点，曾阿兴老人就起床，将解放
军英烈雕像前的茶杯逐个清洗后，斟
满茶，再摆上新鲜果品，以虔诚、朴素
的方式纪念烈士的英灵。截至今年 10
月，曾阿兴老人已经整整过了 19 年多
这样的生活。

曾阿兴老人缘何纪念解放军烈
士？这要追溯到 1949 年 9 月 17 日崇
武镇遭遇的一次空袭轰炸。当时，年仅
14 岁的曾阿兴跟随母亲到西沙湾畔干
农活。突然，敌机来袭，不仅扔下炸弹，
还用机枪疯狂扫射。母女俩惊慌失措，
不知如何是好。危急关头，驻扎在此的
解放军官兵冲了过来，有的拽着她俩
的手往掩体方向跑，有的在她俩背后
用身体掩护前行，有的用武器抗击空
袭，最终使母女俩顺利脱险。但是，空
袭过后才发现，有 5 名战士因掩护曾
阿兴和她的母亲而不幸牺牲。母女俩
扑在救命恩人的遗体上失声痛哭，许
久，母亲强压悲痛，一字一句地嘱咐
她：“解放军救了你我的命，我们要一
辈子敬爱解放军。”曾阿兴牢牢记住了
母亲说的这句话。

在那次空袭中，共有 27 名解放军
官兵为保护崇武镇父老乡亲而献出自
己年轻的生命。乡亲们把烈士安葬在
村旁的沙滩上，可是，还没来得及问
清烈士的姓名，部队就转战南下了。
从那时起，曾阿兴就常随母亲来到沙
滩上，以当地人特有的方式祭拜长眠
地下的恩人。

在这片沙滩上有一座庙宇，那是明
朝时的崇武百姓为纪念抗倭阵亡将士
自发修建的。看着庙宇，曾阿兴萌生了
一个想法：要修个场馆来传颂解放军烈
士的功绩。母亲对此十分支持，但对生
活拮据的母女俩来说，建场馆谈何容
易！1980 年，曾阿兴的母亲走到了生命
的尽头。临终前，母亲深为自己没能建
成烈士场馆而遗憾，就叮嘱她“一定要
把烈士场馆建成”。

既为母亲遗愿，也为自己心中的夙
愿，曾阿兴下定决心要建烈士场馆。她
节衣缩食攒钱，起早摸黑干活赚钱，到
1993 年，她积攒了 6 万多块钱，尽管这
笔钱对于建场馆来说杯水车薪，但她决
定付诸行动。于是，她向当地民政部门
提出给烈士建场馆的申请，获得批准后

镇政府还无偿划拨了千余平方米的土
地支持。乡亲们得知这一消息后，被曾
阿兴的虔诚所感动，大家自发展开了一
场捐资活动，你 300 元，我 500 元，凑起
了 60 万元钱。资金筹齐了，曾阿兴就请
施工队开工修建。她住进工地边的大棚
里，日夜忙建场馆事务。1996 年秋，烈
士场馆终于建成。

自从烈士场馆建成以来，曾阿兴
就义务当起了管理员，她不仅负责打
扫卫生，还给前来参观者讲述解放军
烈士的英勇事迹。如今，这座场馆已经
成了惠安县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上图：曾阿兴在烈士纪念馆里给驻

军部队官兵讲述烈士的英勇事迹。

誅 为她点赞

据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烈士所在

部队的老首长叶飞得知曾阿兴为烈士

建场馆的消息后，感慨万分地说：“人民

有情！”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说的这

四个字就是最好的点赞。我们的父老乡

亲最讲情、最懂情、最牢记恩情，有这样

的人民群众，我们只有为国为民无私奉

献满腔热血才堪称人民子弟兵！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高端论坛举行

探索中国风格的军民融合理论创新
本报讯 刘群报道：11 月 27 日，国

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军民融合深
度发展研究中心与福建省龙岩市在古田
联合召开“军民融合发展战略高端论坛
暨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 2015 年
年会”。中央、国家和军队负责军民融合
工作的职能部门领导、地方政府负责军
民融合工作或经济动员工作的领导、大
型军工集团相关人员、军地院校专家学
者、国防大学领导和专家教授共 210 余
人出席会议。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围绕深入学习
贯彻习主席关于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的重要战略思想进行了热烈讨论，研
讨的主要内容包括：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的规划、布局、思路与发展趋势，军民融
合改革的背景、部署和主要着力点，军
民融合“十三五”规划相关重点项目、重
大工程、重要政策以及武器装备、国防
动员、军队人才培养、军队社会化保障、
网络信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会议
还围绕革命老区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的思路、方法、途径等问题进行了讨
论。与会专家认为，要深刻领会党的十
八届五中全会对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
建设融合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以
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为目标指
向，以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政治
保障，以推动重点领域军民融合发展为
关键抓手，健全军民融合体系，推动国

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全面贯彻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
理念，结合军民融合发展实际，聚焦重
大问题，在增动力、促平衡、可持续、拓
空间、更包容上求突破。

与会代表表示，要以强烈的责任担
当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理论创新，强
化战略规划，加强对国防经济发展和军
民融合带动性强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
的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对
策建议。要突出融合模式的探索研究，
形成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
国防经济和军民融合理论体系，不断开
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新境界。

湖南省军地联合组织“湘江 -2015”国防动员演习

三湘一盘棋 各练重点题
本报讯 喻齐归、特约记者周仁报

道：11 月上旬至中旬，湖南省军地联合
组织一场实战背景下的防卫作战暨国防
动员演习，该省军区所属的军分区、人武
部和预备役部队全程参演，省市县三级
国防动员委员会和成员单位全部参演，
呈现出“三湘大地一盘棋，各自演练重点
题”的景象。

练兵备战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任何时候都不能按下“暂停键”。近年来，
该省军地多次组织演习，他们把演习作
为练兵强兵的实践，着力破解组织指挥

不熟练、军地协同不顺畅等问题，扎实研
究重要目标防卫、装备物资保障和国防
动员成员单位职能作用发挥等课题。此
次演习采取上导下演、异地联动、网上和
现地实时检查的形式进行。在演习的组
织筹划阶段，他们全面设想战时可能出
现的各种情况，力求全方位锻炼提高各
级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实兵展开阶
段，他们根据各地各单位辖区环境和任
务实际，扎实演练防卫作战、支援保障等
课题，要求各单位熟练防空袭、反袭扰等
防卫作战战术战法和支援保障的装备动

员、医疗救护、保交护路、物资筹送等 12
种行动预案。同时，该省军区所属的师团
级军事机关协助各地党委政府，根据辖
区实际针对性演练抗洪抢险、扑救火灾、
事故救援等应急救援行动方案，既突出
重点，又注重实效。

记者了解到，这次演习，重点检验了
动员与作战的协同衔接、大规模战争中
社会救援行动的组织实施能力，推动了
军地联合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建
设，强化了该省党政军机关及相关单位
领导的国防观念和应急应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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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魏春富、记者熊华明报
道：福建省惠安县崇武镇西沙湾畔，
有一个解放军烈士纪念场馆，牵头建
馆并且守在这里的是一位今年已是
80 岁高龄的老人，她叫曾阿兴。每天
早晨 6 点，曾阿兴老人就起床，将解放
军英烈雕像前的茶杯逐个清洗后，斟
满茶，再摆上新鲜果品，以虔诚、朴素
的方式纪念烈士的英灵。截至今年 10
月，曾阿兴老人已经整整过了 19 年多
这样的生活。

曾阿兴老人缘何纪念解放军烈
士？这要追溯到 1949 年 9 月 17 日崇
武镇遭遇的一次空袭轰炸。当时，年仅
14 岁的曾阿兴跟随母亲到西沙湾畔干
农活。突然，敌机来袭，不仅扔下炸弹，
还用机枪疯狂扫射。母女俩惊慌失措，
不知如何是好。危急关头，驻扎在此的
解放军官兵冲了过来，有的拽着她俩
的手往掩体方向跑，有的在她俩背后
用身体掩护前行，有的用武器抗击空
袭，最终使母女俩顺利脱险。但是，空
袭过后才发现，有 5 名战士因掩护曾
阿兴和她的母亲而不幸牺牲。母女俩
扑在救命恩人的遗体上失声痛哭，许
久，母亲强压悲痛，一字一句地嘱咐
她：“解放军救了你我的命，我们要一
辈子敬爱解放军。”曾阿兴牢牢记住了
母亲说的这句话。

在那次空袭中，共有 27 名解放军
官兵为保护崇武镇父老乡亲而献出自
己年轻的生命。乡亲们把烈士安葬在
村旁的沙滩上，可是，还没来得及问
清烈士的姓名，部队就转战南下了。
从那时起，曾阿兴就常随母亲来到沙
滩上，以当地人特有的方式祭拜长眠
地下的恩人。

在这片沙滩上有一座庙宇，那是明
朝时的崇武百姓为纪念抗倭阵亡将士
自发修建的。看着庙宇，曾阿兴萌生了
一个想法：要修个场馆来传颂解放军烈
士的功绩。母亲对此十分支持，但对生
活拮据的母女俩来说，建场馆谈何容
易！1980 年，曾阿兴的母亲走到了生命
的尽头。临终前，母亲深为自己没能建
成烈士场馆而遗憾，就叮嘱她“一定要
把烈士场馆建成”。

既为母亲遗愿，也为自己心中的夙
愿，曾阿兴下定决心要建烈士场馆。她
节衣缩食攒钱，起早摸黑干活赚钱，到
1993 年，她积攒了 6 万多块钱，尽管这
笔钱对于建场馆来说杯水车薪，但她决
定付诸行动。于是，她向当地民政部门
提出给烈士建场馆的申请，获得批准后

镇政府还无偿划拨了千余平方米的土
地支持。乡亲们得知这一消息后，被曾
阿兴的虔诚所感动，大家自发展开了一
场捐资活动，你 300 元，我 500 元，凑起
了 60 万元钱。资金筹齐了，曾阿兴就请
施工队开工修建。她住进工地边的大棚
里，日夜忙建场馆事务。1996 年秋，烈
士场馆终于建成。

自从烈士场馆建成以来，曾阿兴
就义务当起了管理员，她不仅负责打
扫卫生，还给前来参观者讲述解放军
烈士的英勇事迹。如今，这座场馆已经
成了惠安县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上图：曾阿兴在烈士纪念馆里给驻

军部队官兵讲述烈士的英勇事迹。

誅 为她点赞

据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烈士所在

部队的老首长叶飞得知曾阿兴为烈士

建场馆的消息后，感慨万分地说：“人民

有情！”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说的这

四个字就是最好的点赞。我们的父老乡

亲最讲情、最懂情、最牢记恩情，有这样

的人民群众，我们只有为国为民无私奉

献满腔热血才堪称人民子弟兵！

制图：刘 京

人民工兵：为群众凿开脱贫之门
———山东某预备役师工兵团发挥自身优势扎实扶贫纪事

■张学民 本报记者 商自波 熊永岭

初冬的第一场大雪，沂蒙山区西北
边缘的沂源县积雪更厚一些。因为，这
里是山东省平均海拔最高的山区县、气
温低。但是，大雪没有挡住山东某预备
役师工兵团官兵穿行大山深处扶贫的
脚步，他们让一个个小山村的父老乡亲
感受到了冬天里的温暖。

淄博市副市长、团第一政委李灿玉
告诉记者，这些年来，工兵团发挥专业优
势，为贫困山村修路、打井、造田建果园，
扎扎实实帮扶山村群众脱贫致富，为贫
困群众凿开了一道道脱贫致富的大门。

修路，为百姓打通致富路
“山村贫穷，贫就贫在山上、穷就穷

在路上。”沂源县的一些小山村，进出只
有一条坑坑洼洼、九曲十八弯的土路，
遇到大雪封山就变成了孤岛，交通不便
不仅让乡亲们出行难，而且成了山村群
众脱贫致富的瓶颈。

大张庄镇绿色农产品丰富，但是好
几个山村因为道路狭窄，载重车进不
去，山货拉不出来，影响农产品的销售。
2007 年，该工兵团与大张庄镇结对扶
贫，镇政府提出的第一条请求就是帮山
村群众修路。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我们工兵

的看家本领，我们就先帮乡亲们修路
吧！”该团党委“一班人”形成共识后，组
织官兵结合野外作业训练进驻大张庄
镇。于是，轰鸣的机械声让沉寂的山区
热闹起来，乡亲们的脸上绽放出开心的
笑容。经过数月奋战，该团把大张庄镇
连接几个小山村的蜿蜒山路变成了能
跑 4 吨载重汽车的山乡大道。这年秋，
大张庄镇的绿色农产品源源不断运出

山村，销售量比往年增长了 3 倍，山村
群众的收入水涨船高，自然也就增长了
3 倍；两年时间，就使该镇的一批贫困
户摘掉了贫困帽子。

大张庄镇一战成名，“工兵团修路
有本事”的赞语传遍沂源县。于是，多个
不通载重汽车的小山村上门请求帮助
修路。对此，少数官兵心里有顾虑。该团
团长周军说：“哪里的乡亲们有期盼、哪
里的人民群众有需求，我们就应该出现
在哪里、战斗在哪里。因为，我们是人民
解放军的工兵！”

随后，该工兵团又给其他几个小山
村修建了进出村庄公路，有的路被地方
政府命名为“爱民路”，有的路被山村群
众称为“工兵路”，然而，无论群众如何
称谓新修的山村公路，该团官兵心中只
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帮助村民早日脱贫
致富。官兵们说：“修一条路，至少得掉几
块皮、流几斤汗水，但是，只要乡亲们能
脱贫致富，我们掉皮流汗心里乐！”

打井，为乡亲引来甘泉水
有一年夏，沂源县山区遭受旱灾，

旱情让村民家中的水窖见了底，人畜饮
水极为困难。工兵团领导闻讯后组织部
队奔赴灾区抗旱救灾，官兵们肩挑背
驮，日夜奋战，给严重缺水的村民送水，
足迹踏遍了大山深处的 20 多个村庄。
高庄镇拐棒峪村 70 多岁的老人赵玉
兰，反复给连续多天送水的官兵说同一
句话：“感谢工兵团，感谢解放军！”

看到乡亲们如此缺水，看到水对山
村群众的生产生活如此重要，该工兵团
官兵坐不住了，纷纷建议给缺水山村打
井建池。该团政委黄健说：“水，是一个

村庄的血脉，不解决缺水问题，乡亲们
就难以脱贫致富！”为此，该团党委做出
决定：挺进山村，发挥专业优势帮助群
众解决缺水问题。

进山后，该团先给缺水问题最重的
楼子村打井，官兵们踏遍楼子村的大小
山沟，寻找地下水源相对比较充足的打
井点位。根据勘察情况，该团决定给楼
子村打一眼大口井、一眼深水井，并铺
设 3000 多米长的输水管道。方案确定
之后，该团官兵日夜奋战在工地上，连
续苦干半个月，挖掘两眼大井，并和乡
亲们一起铺设输水管道，彻底解决了楼
子村群众的用水难问题。

沂源县有 20 多个山村长期缺水，
成功帮助楼子村打井引水之后，该团官
兵继续勇挑重担前行，他们决心以自己
的汗水去为一个个缺水山村的父老乡
亲换回源源不断的清泉。官兵们翻山越
岭勘察地形，野外安营扎寨展开施工，
寻找到理想井位后就打一眼井，地势低
洼处就修一个拦洪坝、建一个蓄水池，
将春夏的雨水积攒起来。该团实施的打
井建池这一专题扶贫工程，自 2008 年
春展开至今已经整整 7 年了，他们已为
8 个山村解决了缺水问题，但是，还有
一些山村仍然缺水。该团领导说：“只要
沂源县还有一个山村缺水，打井的装备
就不撤回！今年干不完，明年接着干！”

造田，为山村建起新果园
沂源县董家庄村地处鲁山北部，秃

岭乱石三面环山，村里不仅耕地少，而
且还要看天吃饭，是个出名了的贫困
村。工兵团的扶贫工作队刚进村时，村支
书董先明坦言：村里吃的是“无根水”，种

的是“乱石滩”，村民忙碌一年，既打不了
多少粮食，也收不到多少果子。

缺水、少田两个问题成了村民贫困
的两座大山。通过打井建池解决董家庄
村的缺水问题后，工兵团领导与该村干
部一起研究扶贫新方案，力求解决田少
问题。根据董家庄村的地势实际，该团
提出了“炸山开荒拓田”的扶贫新思路，
决定在不影响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对部
分小山体实施爆破，运土回填平整土
地，形成连片效应，栽果树、建果园。

这一方案定下来后，该团就组织兵
力准备施工。虽说是工兵团，但是大量的
爆破作业，必然会有一些风险。对此，有
人担心。该团党委“一班人”形成共识：不
能因为有风险就不去解决董家庄村的发
展问题，要发展必须要有土地，该冒的风
险还得冒。为此，他们一手抓炸山造田，
一手抓安全作业，官兵们和董家庄村干
部群众一起开荒拓田 100余亩。土地平
整后，他们运用新技术、新品种帮助该村
建成了一个高效的生态果园。如今，这
片果园已成为董家庄村的“金疙瘩”，每
年能为村民带来 50 多万元的收益。

与此同时，该团坚持走军民融合的
扶贫之路，他们发挥预备役官兵人脉
广、路子宽和资金、技术优势，组织有实
力的预备役官兵进行项目扶贫。该团预
备役军官董方军，投资 2000 万元开发
300 亩荒山，在结对扶贫村建成了以旅
游、种植为产业的“桃花岛绿色农场”，
带动周边 4000 余村民脱贫。预备役军
官刘凤军，将 5 个省级贫困村的 1 万余
亩土地承包下来种植新品种花生，产生
良好的规模效应，一举让 5 个村集体脱
贫。据统计，该团预备役官兵个人先后
帮助 700 多户村民脱贫，为沂源县山村
整体脱贫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扶贫攻坚中践行宗旨强化担当
■山东省淄博市市长、某预备役师预备役副政委 周连华

11月 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

通过《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要

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把扶贫开发工

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释放出举全

党全社会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强劲信号。

“足寒伤心，民寒伤国。”据国家

统计局统计，截至 2014年底，我国仍

有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 7017万人，

当前的扶贫开发已进入啃硬骨头、攻

城拔寨的冲刺期。多年来，人民军队

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与扶贫攻坚，

做出了突出贡献。新形势下，人民子

弟兵践行宗旨，为党分忧、为民解难，

更是积极投身扶贫帮困工作。军队向

来善于打攻坚战，在扶贫攻坚战中要

出实招、求实效，力求帮一户富一户、

扶一村兴一村。要注重挖掘部队内部

潜力，在医疗卫生、通信保障、修路架

桥等方面，用精湛技术和过硬作风为

群众济困解危。

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军地要加

强组织协调，力求同频共振、互补共

促。要在领导机制上融合，确保组织领

导力量合成、需求对接顺畅、联动反应

快捷、困难责任同担。要在力量上嵌

入，统筹调配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使

之发挥最佳效益。

预备役部队具有寓军于民的先天

优势和情况熟悉、分布广泛、兵民一体

的特殊优势，要在脱贫攻坚战中打头

阵、当先锋。要认真分析病因、找准穷

根，理清思路、找准对策，着力激发贫困

群体的“造血”功能。要广泛动员、整合

力量、提升扶贫效益，要注重发挥组织

优势和阵地作用，通过预备役营连平

台，大力开展一兵带一户、一班带一组、

一连带一村活动，加大技能培训，激发

内生动力，培养新型农民，大力推动贫

困地区发展进步。

11月中旬，云南省德宏军分区组织官兵进行实战化训练，他们设置逼真战场环境，磨砺官兵血性胆识。图为该军分区官

兵在火海中操练战术动作。 本报特约通讯员 常家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