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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国家安全 助推国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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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抗洪，基础在“防”，关键

在“抗”，核心在“人”。要保护千万

人民群众安全，必须加强巡查、除

险，做到“百密无一疏”。于是，昼夜奋战、一身泥水成为

抗洪抢险官兵的“标配”；而大堤上，官兵和群众并肩运

送沙石袋，挖掘机挥动着钢铁臂膀不停挖土补堤，疏浚

船节奏均匀地进行水上打桩的火热场景也成为最常见

的“风景”。

图为 7月 5日，湖北黄冈武穴市太泊湖东港，民兵突

击队员和某舟桥旅官兵并肩作战抢修河段。

库德喜、本报记者 何武涛摄影报道

血肉之躯
现代化抗洪设备有时受限，

当地形条件较差、洪水比较凶猛

的时候，子弟兵特别能吃苦、特

别能奉献、特别能牺牲的精神，才是真正的“防洪神器”。

凭借着日趋成熟的防洪设施和子弟兵永续传承的战斗精

神，中国的防洪能力和应急水平大幅提升。上世纪 60年

代到 90年代，我国每年因水灾死亡人数约 4000人，而

2010年以来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两位数。

图为 7月 9日，安徽省宿松县人武部组织民兵党员

突击队在该县复兴镇老岸社区老岸圩加固堤坝。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小武摄影报道

精神长城
急难险重任务面前，专业力

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

每隔15分钟堤坝的数据，巢湖在大

堤海军圩段发生位移是XXX米……”7月11日，拿到无人机

分队提供的监测数据，安徽巢湖市防汛指挥部迅速定下决心，

调集水电部队工程机械，在海军圩段大堤外围加紧构筑新堤。

原来，凌晨大堤发现裂缝，但堤身侧滑了多少米、侧滑速率搞

不清楚，是打桩还是垒堤坝，大家意见不一。数据最有发言权，

无人机提供的数据让决策更准确高效。在大堤上，这样的高

科技分队还有气象水文分队、潜水分队等很多。

孟令生、本报特约记者 丁宏旺摄影报道

专业力量

编辑点评 ■张和芸

底线不可触碰
因为使用参与台独活动、有辱华劣

迹的演员，广受观众喜爱的赵薇这次被

网民列入了“黑名单”。谴责抵制她的，

恰恰是当年看着“小燕子”长大的年轻

一代。从喜爱到抵制，其实网友和观众

没有变，态度变化的原因在于这一次

“小燕子”挑战了民众的底线。

民族感情不可亵渎，不管是冠以“艺

术”或是其它高大上的理由，或者为了

“市场”“票房”等实实在在的利益，一切

伤害民族感情的行为都会受到清醒民众

的反对抵制，进而更远离“艺术”和“票

房”。艺术无国界，但艺术家有国籍，有民

族属性，需要尊重大众情感和道德基础，

而爱国，永远是最基础的伦理道德。

风餐露宿只为争分夺秒修

堤固坝，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7月 4日。受持续强降雨

袭击，湖北省黄冈地区受灾严重。中部战区陆军某舟桥

旅官兵奔赴黄梅县与当地民兵预备役人员一起执行抗

洪抢险任务，主要任务是堵塞黄梅县太白湖大堤的管

涌。太白湖大堤上，大雨倾盆，形势十分严峻，一个沙袋

没跟上，水就会外溢。为加紧抗洪，官兵们经常顾不上好

好吃饭，有时紧急补充点食物就继续投入战斗。

本报记者 何武涛摄影报道

紧急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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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4日安徽南陵西七圩破圩

后，作为亲历者，我的战友们一直坚守

在一线：组织部队抢险、群众转移、人

员安置、卫生防疫……几天来，经历了

太多，有感动有振奋也有感慨，要借调

整休息的空当，一吐为快。

看看网上，一方面子弟兵抗洪

的感人场面刷屏；另一方面，也有人

为了雨水中战士啃馒头而议论纷

纷，甚至有人由此得出结论：几十年

过去，抗洪手段没有变，依然靠装扛

沙袋；组织方式没有变，还是搞人海

战术；后勤保障没有变，官兵仍有一

顿没一顿……

的确，几十年过去了，我们面对的

抗洪战场变了，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

展，过去传统的蓄洪、泄洪区，现在很

多已经是高楼林立，过去不适合群众

居住的低洼地，已经建成联圩，成为寸

土寸金的商业区，随之而来的，是防汛

任务的倍增。

至于抗洪手段，早已今非昔比。以

我负责的漳河黄墓段指挥所为例，全

长 14.22公里分布着 7个行政村，指

挥所有固定备用的挖掘机 1台、物资

储备库 2座，运输车随时调用。上级防

指随时调用的工程机械至少有 10台、

武警交通部队支援的工程车辆 20多

台就在附近。但是，一些小的管涌、渗

漏，工程机械根本没有用武之地，必须

靠人工手挖肩扛。更何况交通不便机

械不能进入的地方，只能靠人工作业。

关于组织方式，我认为中国特色

的全民动员方式是最管用和有效的。

首先是当地村民在村党支部组织下建

立抗洪突击队，当出现自身不能解决

的险情，镇里县里有民兵支援。然后，

全县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员工全员

上堤，还有解放军武警部队千里支援。

而灾区群众，因为知道反正有人管，洪

水来了不紧张，撤离时甚至还有不少

人镇定地拍照发朋友圈。

后勤保障也今非昔比。虽然有战

士在雨中啃馒头，但多数时候，在距

前线不远的地方就有热腾腾的盒饭，

在宿营地，还有地方政府和群众源源

不断送来的牛奶、饺子等慰问品。然

而，当时间以分钟计的紧急时刻，前线

干部战士的目标只有一个，尽快把险

情排除、把缺口堵住！吃什么、怎么吃

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补充和保持体

力，尽快完成任务。

为什么新中国的每次灾难，都压

不倒英勇的中国人民，是因为：共产党

领导坚强有力，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尽

显；子弟兵“钢铁长城”守护中国，民族

精神凝聚力量。

当今时代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仍

然需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仍然需要

进一步凝聚。我们每个人，不要只想

我能得到什么，要多想想我能给别

人、给国家做点什么。

特别是现在，前线的抗洪形势依

然严峻，如果我们不能为防汛抗洪做

点具体的事，那么至少别去添乱。借用

救灾战士的一句话：人人搭把手，家园

才美丽！

（作者系安徽省南陵县人武部

政委）

多维视角看真实的抗洪战场

选角伤害民族感情
网友发声抵制影片

■本报特约通讯员 于俊楠

6 月 27 日，由赵薇执导的电影《没
有别的爱》杀青，当赵薇与众主创举杯
庆祝、欢乐合照时，网上一片质疑和愤
怒：有网民指出该电影涉嫌使用台独
分子和辱华艺人，认为这种行为严重
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呼吁对
该片予以抵制。

7 月 6 日，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发
表长微博《赵薇、戴立忍及电影〈没有
别的爱〉遭网友普遍谴责抵制》评论此
事。文章写道，早在 4 月 25 日，赵薇在
其新浪微博上发布电影《没有别的爱》
主演名单之时，就有不少网友在评论
中指出主演之一戴立忍曾参与台独活
动，另一位主演水原希子曾为辱华照

片点赞。网友指出：“电影主创应该有
国家尊严和底线！”

随着话题的持续发酵，电影利益相
关方感受到巨大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出
面回应。6 月 30 日，戴立忍与电影制片
方先后在微博上发表声明。两份声明虽
然否认了戴立忍支持台独立场，但均没
有对指责他是台独分子的网友们提供的
Facebook截图、台湾媒体的新闻报道、台
湾课纲微调的内容等证据进行反驳，只
是避重就轻地说明戴立忍关注台湾社
会，以及电影《没有别的爱》质量高等。

这两份声明并未平息网友的愤怒。
网友扒出了戴立忍曾参加“太阳花‘反
服贸’运动”“‘反课纲’运动”等 10 条

台独活动的资料，其中不乏戴立忍支持
台独的新闻和言论。有网友通过网络向
其喊话，称只要戴立忍说一句“我是中
国人，台湾属于中国”就相信他。更有网
友以爱国将领吉鸿昌将军的故事为例

相劝。当年吉鸿昌将军在美国时，经常
被误认为日本人，每一次吉鸿昌都要认
真纠正说自己是中国人。最后吉鸿昌做
了个小木牌，端端正正地在上面写了五
个字———“我是中国人”，每次外出时，

他都会把这个木牌挂在自己的胸前。面
对网友苦口婆心的劝解和铺天盖地的音
视频证据，戴立忍始终未再做出回应。

赵薇本人曾说：“我这么爱国，不会
嫁到国外！”但这次事件中她的行为却
再次让全国人民痛心。两个多月以来，
众多网友在赵薇的微博上留言抗议，她
除了删帖外，直到 ７ 月 11 日才在微博
上有所回应。但洋洋洒洒几百字并未回
应网友热议的重点，反而让大家回想起
２００１ 年的“日本军旗装”事件。不少网
友留言表示，希望赵薇能回想起当年那
个事件后发表的公开致歉信，愿全国人
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像吉鸿昌将军在
胸前挂上“我是中国人”五个字一样，自
信而坚定。

你知道的是这样的 其实也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官兵执行任务到哪里，热食

供应就到哪里。7月 12日中午，在

永泰县，福建省军区海防某师摩步

营炊事员利用野战炊事车为官兵烹制午餐。目前，部队普遍

装备野战炊事车、野战炊事单元等，这些后勤保障装备不仅

能保障官兵的日常饮食，还有余力为受灾的百姓提供服务。7

月11日以来，该师200余名官兵在地处山区的永泰县执行

抗台抢险任务期间，利用野战炊事车在相对平坦的地区保

障，野战炊事单元则对进入山区的分队进行伴随保障。

戴志超、本报特约记者 肖芳菲摄影报道

野战保障
人民群众是最强大的后勤

保障力量。“同志，辛苦了，歇一

歇，吃个包子吧！”7月 8日，江苏

省南京市高淳区固城镇高丘坝临湖地段，正在执行堤坝

加固任务的某部官兵迎来又一批慰问群众———10多名

女青年将连夜做的 500个包子和茶叶蛋送上大堤。司务

长钟灼新告诉笔者：“这次执行任务，群众将饭菜、饮料

等送到临时驻地和抗洪一线，为我们开设了‘第二食堂’，

大家干劲十足。”

本报特约通讯员 孙秀兰摄影报道

人民支援

一线声音

编者按 入夏以来，多地发生严重汛情。灾情就是命令，面对特大洪水，解放军指战员、武警

部队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闻令而动、向险而行，迅速奔赴防汛救灾第一线，救助遇险群众、奋力

排除险情。目前，仅长江中下游湘、鄂、赣、皖、苏五省就有包括解放军指战员在内的 400万人坚守

在长江干堤一线；其背后，更有亿万人民群众关注的目光和强大的支援。抗洪一线的真实情况什

么样？后勤保障如何？编辑部特辑选几个镜头，带你走进真实的抗洪战场。

■本版责任编辑 ／ 张和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