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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酒泉军分区党委主动当好转隶部队“娘家人”

服务靠前站 人走茶不凉
本报讯 钟东荣、记者肖传金报道：

“真没想到，虽然我们转隶到了新疆军
区，但老部队甘肃省酒泉军分区对我们
还是一样关心，出差到这里依然有家的
感觉。”4 月 13 日，新疆军区某边防营
三连连长孙小磊带车队到驻酒泉某部
拉油料，住进老部队酒泉军分区给他们
准备的公寓房里，没有一点人走茶凉的
感觉。

有这种感觉的并非孙连长一人，边
防营营部出纳刘鹏超带队到酒泉市采
购主副食，没想到酒泉军分区后勤部助
理员孙清波和供应商早早的就在批发
市场等着他，帮他挑选最新鲜、质量最
好、价格最优惠的蔬菜。孙清波告诉记
者，边防营转隶后，新的上级单位因距
离远，在主副食采购上监管不过来，酒
泉军分区后勤部主动承担起采购环节
的监管职责，确保驻地供应商给边防官
兵供应的主副食质量不降、价格不涨、服
务不断。

这个边防营驻守在中蒙边境，处于
巴丹吉林沙漠腹地，方圆几百公里荒无
人烟，社会依托条件差。部队转隶后，酒
泉军分区虽然在编制上与边防营没有了
隶属关系，但依然主动承担了边防基础
设施建设、后勤保障、家属随军等大量的

协调服务保障任务。军分区政委许尔瑞
说，转隶改变的只是建制和领导关系。虽
然边防营转隶出去了，但军分区党委协
调军地加强边防建设的职能任务不能
变，支持边防建设的传统不能丢，关爱边
防官兵的情感不能淡，军分区永远是他
们的“娘家”。

说到做到。3 月份，这个营先后有两
批 13 名边防官兵到酒泉军队医院看
病，军分区卫生所军医林秀强逐一根据
病情，提前与医院对接，安排好病房，带
着边防战士逐一做体检。正在住院的四

级军士长李辉说，虽然单位转隶了，但
医疗保障关系仍然在酒泉，现在边防营
官兵下来看病，仍然像过去一样提前与
军分区联系，在情感上仍然感觉与过去
一样亲切。

春暖花开，冰融土解，正是开工建设
的好时期。由甘肃省委、省政府牵头，省
发改委和电力公司投资 1000 余万元建
设的边防营电力项目如期开工。酒泉军
分区后勤部长洪照吉说，这项工程是省
委、省政府为解决边防营一线连队用电
问题而立项的拥军工程，年初边防营转

隶后，军分区多次主动找省相关部门协
调，确保了工程如期展开，边防营官兵
55 年没有长明电的历史有望在今年 5
月份结束。

记者了解到，自该营转隶以来，酒
泉军分区专门腾出 5 套公寓房作为边
防官兵探亲休假的“中转站”，完成了边
防巡逻路建设的设计任务，协调市边防
办为边境管段更换了军事禁区、军事管
理区和巡逻路所有标示牌，目前正在联
系协调地方政府给边防营提供水电暖
补助经费。

编者感言 ■卢 军

别因转隶忘了责任淡了感情
甘肃省酒泉军分区不把转隶移交部

队看成“泼出去的水”，在边防部队移交

后持续搞好协调服务保障，使边防部队

战斗力提升不断线，服务保障不断供，官

兵情感不断档，值得点赞。

当前，虽然边海防部队和预备役部

队已经从省军区系统转隶移交，但在设

施建设、服务保障和生活情感上还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说交就交、说断就

断那么简单。部队转隶是编制体制上的

调整，移交后有些地方援建的项目还需

要老单位协调推进，有些供给关系还需

要原单位接续保障，官兵在情感上也需

要一个归属过渡的过程，特别是家属就

业、子女入学等涉及官兵切身利益的问

题，更需要原单位给予帮助解决。

因此，作为军地协调保障部的省军

区系统，对转隶移交出的部队既不能不

管不问留下工程建设的尾巴，也不能当

甩手掌柜有责不尽，更不能推诿扯皮让

转隶部队茫然无措，都应当像酒泉军分

区那样，树立大局观念，破除局部利益藩

篱，当好“娘家人”，继续发挥好桥梁纽带

作用，把改善部队设施、关心部队官兵、

关爱军人军属作为应尽之责，放在心上，

抓在手上，千万别因转隶忘了责任、淡了

感情。如此，才能让改革强军的步伐不因

单位转隶而停顿，不因保障不力而迟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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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轰鸣如击鼓，枪弹呼啸若琴

弹”。“脖子以下”改革深入推进之际，

面对不少同志在进退去留考验时的犹

豫不决，笔者脑海中不断闪现出这句

诗句。这是开国大将粟裕 1964年在北

京所作的一首题为《老兵乐》中的第二

句，简单的比喻将老一辈革命军人的

血性豪情展现得淋漓尽致，敬佩之情

油然而生。

的确，无血性，莫当兵！我军之所

以能由弱到强、从苦难走向辉煌，正是

凭借无数革命先烈用坚忍不拔的顽强

意志、不畏强敌的必胜信念和视死如

归的献身精神所铸就的。可以说，血性

是军人的脊梁，是胜利的刀锋。习主席

强调：“和平时期，决不能把兵带娇气

了，威武之师还得威武，军人还得有血

性”，并将“有血性”作为新一代革命军

人四条标准之一。“有血性”作为一种

精神特质，不仅仅体现在战争年代的

沙场亮剑、英勇顽强，更要体现在和平

时期，在面对重大利益调整面前，是否

有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大局的勇气和

担当。正如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在《心

胜》中所言：“唯有血性才能冲破种种

过于精细的利益考量，真正的革命军

人考虑的不应该是有编没编，而应该

考虑是否把灵魂常驻军营。”

当前，进退去留等利益考验已经

实实在在地摆在了官兵面前，大家关

心关注，本无可厚非，但绝不能因为

要改革了，就不做事、不安心、不尽

责，更不能向组织讲价钱、要位置，甚

至走歪门邪道。像这种踩不准、跟不

上改革节奏的现象之所以还在发生，

反映出的是少数官兵重利益、轻备战

的不良心理，不仅毫无血性可言，而

且可能迟滞部队战斗力的提升，必须

警醒，必须改正。

要知道，军人本是特殊的职业，战

争也从来不挑时间。每名官兵想的和

做的永远只能是备战打仗。在这样的

前提下，只要是有利于提升战斗力的

事情，就应该义无反顾地去做。就像

“脖子以上”调整改革时一样，不少干

部没了位置，许多人外调分流，但没有

听到有一人叫苦喊冤。因为他们坚信，

有习主席的掌舵领航和全国人民的拥

护支持，改革一定能够极大提升军队

战斗力。战斗力提升了，我们每个人的

进退去留才有意义，在未来胜利的战

场上，荣耀将属于当时和曾经的每一

名军人。

当然，改革毕竟是一个动态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广大官兵不仅要挺

身在前、服从改革，更要在岗尽责、担

当作为。在新的编制体制运行之前，要

树立“有位置的要有好状态、调整位置

的要有好心态、没有位置的要有好姿

态”的理念，只要一天没接到退役离队

的命令，就要在职在位、履职尽责，兢

兢业业站好每一班岗，认认真真值好

每一个班，集中精力干好每一件事，以

军人的血性担当，切实把手头正在做

的事情干好、干出精品，以高于以前、

严于以前的标准和要求，为顺利推进

改革创造良好条件，在主动迎接大考、

投身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烽火家书“寻亲”记
■朱 勇 高伊洛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68 年前，战火纷飞中，一封饱含着

一位乳名叫“八月”的军人对家人的无
限牵挂的家书从前线寄出。68 年后的
今年清明，湖北省宜昌市烈士陵园再次
整理出这份尘封已久的家书，希望送其
“回家”。于是，一个关于这封家书的寻
亲故事由此开始。

据烈士陵园讲解员蔡卓凡介绍，
“八月”大名叫张国，1919年出生于河北
省保定市阜平县下庄乡下庄村，1938年 6
月参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
“宜当战役”时，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张国牺牲后，其英灵长眠于湖北宜
昌。近几年，宜昌市烈士陵园管理处在

对馆藏的烈士遗物、革命文物进行普查
时，发现了这封烈士留下的书信文稿。
他们希望能借助媒体力量，发动更多人
加入寻找行列，尽量找到张国的后人，
让这封家书“回家”。

就这样，清明期间，宜昌和保定的
多家媒体共同刊发了帮烈士家书“寻
亲”的报道，保定市民政部门辗转联系
上了张国同母异父的弟弟白春贵。

让大家颇感惊讶的是：这封烈士家
书曾寄到家中，张国的母亲也曾经收到
了这封信。

那么，这封信咋又回到了烈士陵园呢？
1938 年，张国参军后不久，其父亲

因病去世。母亲于 1947 年改嫁，并生育

一子名叫白春贵。电话采访中，71 岁的
白春贵老人告诉笔者，“当时收到这封
信后，全家人都十分欣慰，并一直等待
哥哥回家省亲，但哥哥却从此杳无音
讯。”直到 1962 年，他通过查找得知哥
哥张国早已牺牲在解放宜昌的战役中。
白春贵回忆，大概是上世纪 60 年代，张
国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后，他们决定将信
寄回宜昌，“哥哥张国是为解放宜昌而
牺牲的，他的英灵长眠在宜昌，所以我
们全家人希望他的遗物能和他相伴。”

采访中，烈士张国的家人表示，非
常感谢烈士陵园的此次“寻亲”，宜昌对
革命烈士的这份尊重，让他们十分感
动，他们希望这封家书继续由宜昌市烈
士陵园保管。

一封家书，68 年两度回家，寄托
的是哀思，传承的是烈士之魂。第一
次回家，它穿过炮火，带着烈士对亲
人的牵挂；第二次“回
家”，它携带温情，满
载人们对烈士的缅怀
和敬仰。

吴营长的那些事儿
■陈 林 本报特约记者 张 锋

阳春三月，乍暖还寒。
在安徽安庆某预备役团综合训练

场，一位中等个头，脸庞圆润，声如洪钟
的少校军官，格外引人注目。他指着手
中的步枪，对官兵们说：“不管部队怎么
改，只要这身军装不脱，我们就要紧握
手中钢枪，担起肩上责任。”

这位军官就是安庆某预备役团代
理参谋长、一营营长吴宏伟。少校营长
虽说官不大，若是在野战部队那也是一
呼百应，可在预备役部队，平时麾下就

只有 2 名连长和一本
“花名册”。

2014 年担任营长
之初，第一次组织入队

训练，通知了好几次，操持了好几天，最
终参训的只来了一半。强烈的责任感使
吴宏伟意识到，抓预备役工作，必须先
抓预编官兵国防意识、国防观念。

他找来《国防法》《兵役法》《预备役
军官法》等法律法规，认真研读消化，自
编 12 课国防教育材料，逐个单位、一家
一户摸底调查，辅导授课，不到 2 个月，
跑遍了所有预编单位。汗水换来的是回
报。如今，只要团里有训练任务，一营官
兵总是第一个齐装满员报到。

作为团队的“拳头营”，一营在驻地
12 个乡镇、3 个街道、198 个行政村，编
兵范围广、任务重。为把合适的人编到
合适的岗位，他挨家挨户走访协调，一

个乡镇一两天，一圈下来要一个多月。
为提高编组质量，他打破以往编组

模式，在编强教学型骨干、编实技能型
队伍、编精战斗型人才、优化通用型骨
干上求突破，通过与驻地党委、政府沟通
协调，在桐城市人防办、住建局和执法局
分别编组了营部通信分队和 30 人应急
分队，使全营官兵整体素质得到优化。

从组织整顿到成建制训练，从预备
役军官选配到基层正规化建设，他都积
极建言献策，认真筹划，周密组织。他所
带的营连建设基础扎实、全面过硬、“三
率”达标，连续 3 年被评为全面建设先
进营。

强将手下无弱兵。2016 年 7 月初，
安庆地区遭遇特大洪水灾害，吴宏伟组
织所属官兵投身到抗洪抢险，先后转战
安庆市怀宁县、桐城市、迎江区 3 县区 5
个乡镇，转移群众、抢修道路，昼夜奋战在
抗洪第一线。洪水退却后，他们又帮助驻
地政府和人民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被人民群众亲切称为“守护神”，他个人事
迹也登上了安庆市抗洪抢险风采榜。

四川省崇州市余旭母校大力宣传英雄事迹

烈士学弟学妹争相报名参军
本报讯 冯超、李凡报道：4 月 8

日，当征兵宣传横幅标语和烈士余旭先
进事迹宣传展板出现在烈士余旭母校四
川崇州市崇庆中学醒目位置时，立即吸引
了众多学子驻足观看。“余旭是好样的，如
果我能当兵，也要像她一样，在部队苦练
本领，在人民群众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
高三女生杨雪娇看完余旭先进事迹后，热
血沸腾，她立志要当当代花木兰。

烈士余旭是四川崇州人，1986 年出

生，2005年 9月招飞入伍，先后飞过 4 种
机型，两次荣立三等功，是空军培养的首
批歼击机女飞行员，是首位驾歼-10战机
飞上蓝天的女飞行员，去年 11月，在飞行
训练中不幸牺牲，被中部战区空军批准为
革命烈士。为充分发挥英雄先进事迹对学
生们的影响和感召力，崇州市人武部和崇
庆中学将余旭的先进事迹和相关新闻报
道整理成册，写进崇庆中学校史，广泛宣
传，许多学生都被余旭的先进事迹所感

动，他们表示，了解传承英雄的先进事迹，
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深刻的洗礼。
“我想问一下，我今年高考后要是上

了大学还能不能参军？”“我想当女兵，今
年有没有机会？”笔者在操场上看到，崇
州市征兵办公室工作人员与学生面对面
交流沟通，1 个多小时就回答了 100 多
个问题、发送征兵宣传资料 1200 余份。
据统计，当天，该校满 18 岁的适龄青年
就有 520 人完成兵役登记。

专武干部李红军当选“感动枣庄”十佳人物
本报讯 王军、特约通讯员吴杰报

道：3 月中旬，山东省枣庄市 2016 年度
“感动枣庄”十佳人物评选揭晓，该市
台儿庄区人武部专武干部李红军榜上
有名。

李红军先后 6 次勇救落水游客、车
祸遇险人员，3 次扑救火灾，20 余次参加
抗洪抢险，23 年如一日救助失学儿童、
到福利院看望五保老人，向党组织缴纳

特殊党费、向社会捐款、捐物价值 5 万余
元，推荐 100 余名退役士兵就业创业，以
自己的实际行动树立起了新时期优秀专
武干部的好样子。2013 年、2014 年，他连
续两年被枣庄市评为“见义勇为先进分
子”；2013 年被授予“枣庄市百名好人”、
“第三届道德模范”、“敬老模范”等荣誉
称号；2015 年被山东省军区表彰为“身
边典型代表”。

4月初，一场别开生面的“我是特

种兵”野外军事体验活动引来了吉林

省四平市广大中小学生的积极参与。

该活动集红色与趣味于一体，既普及

军事理论常识，又增强国防意识和团

队合作精神。 韩 冰摄

4月的内地早已春暖花开，但

帕米尔高原依旧雪裹冰封。新疆克

孜勒苏军分区苏约克边防连辖区内

多处路段仍被冰雪覆盖，为确保边

境的安全稳定，戍防官兵踏着齐膝

深大雪巡逻在边防线上。

刘 慎摄

踏雪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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