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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大 精 神 在 基 层

11 月 3日，山西省阳泉市盂县梁家
寨乡檀山沟村。深秋清晨已有丝丝寒
意，听说梁家寨乡武装部部长郭倩娜来
宣讲十九大精神，当地村民吃过早饭就
来到村党支部书记崔晋双家中。9时不
到，客厅里已坐满了人。

这里的村民跟郭倩娜很熟。这些
年，阳泉军分区持续开展“党的创新理
论武装骨干进村入户”活动,与时俱进推
进党的创新理论向实践拓展、向基层延
伸。郭倩娜都是第一时间来到村里，把
党的好声音告诉当地村民。村里的老
百姓说，郭部长的宣讲，让他们“知晓了
政策、跟上了时代”。

这次宣讲交流，郭倩娜底气更足。
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阳泉军分区迅速
制定《深入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理论
武装骨干进村入户”活动实施方案》，依
托全市 46 个“强军兴武大讲堂”，按照
“培训—调研—再培训—进村入户”的
方式展开。郭倩娜就是经过军分区两
轮专业培训之后来到檀山沟村。

郭倩娜原来是一名大学生村官，在
工作实践中逐步成长为理论宣传骨干，

后被破格提拔为梁家寨乡武装部部
长。每次宣讲党的好声音，她都会选一
个老百姓最关注的切入点。这次的话
头，是从几天后的第二届柿子节说起。
“过两天的柿子节大家都去吗，准

备卖些什么？”说话间，郭倩娜拿出了盂
县人武部制作的十九大报告宣传页说：
“十九大报告中提到要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
设。党的政策好，以后我们的生活会越
来越好。”

郭倩娜当上了武装部长后，和村民
打交道多了起来，瞅着很多村民生活贫
困，郭倩娜就琢磨起如何提高村民收
入。看着山头上金灿灿的柿子，2016
年，郭倩娜便牵头筹办了梁家寨乡第一
届柿子节。看着成效不错，今年郭倩娜
又想着建议村民在柿子节上做一些当
地的特色小吃卖出去。

坐在最边上的村民韩军琴率先打
开了话匣子：“去，一定要去的。现在党
的政策惠农又惠民，勤劳致富，发展特
色产业，一定会有好日子过的。这次柿
子节，我打算卖大烩菜和烙饼。”

村民赵玉凤说：“去年柿子节上我卖
的是油炸柿饼，生意红火，后来还有人专
门找到我来买。今年我还卖油炸柿饼。”

郭倩娜接过话茬：“不仅有人专门
来买柿饼，还有游客来旅游。十九大报
告中说了，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
“檀山沟村现在打造的是全域旅

游，这次柿子节我们更重要的是宣传自
己，下一步旅游的人多了，我们村的整
体收入还会更多。”郭倩娜和村民算起
了长远账。

郭倩娜讲得仔细认真，村民们听得
贴心入心。这样的场景，在阳泉很多乡
村都不陌生。
“习总书记在报告中说，农业农村

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
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
党工作重中之重。”这些天，盂县秀水镇
武装部部长李建伟在南白水村宣讲，动
员村民们积极支持近期开展的“煤改
气”工程。

在北下庄乡东关头村，该乡武装部
部长李雪峰一有时间就到村里和村民
们唠嗑。最近村里开始发展光伏发电
项目。李雪峰抓住时机和大家宣传致
富增收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精神：“十九
大报告中提出，要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

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
体系。光伏发电项目是一种清洁能源，
可以放心用。”

一家一户，一点一滴。阳泉军分区
理论武装骨干进村入户的涓涓细流正
在流入百姓家里，温暖在老百姓的心
里。截至 11月 13日，由理论专家、军分
区官兵、专武干部、民兵营连长、国防教
育义务宣传员组成的理论武装骨干已
进入百余个行政村、3000余户农家进行
宣讲。

从十九大报告中领悟思想观点，武
装各类骨干人员，推动十九大精神进村
入户，既有利于人民群众增收创收、发
展农业生产，又有利于增进人民群众对
党的感情，增强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支
持。该军分区政委田桂明告诉记者：
“阳泉市的做法得到山西省军区首长和
机关的表扬和肯定，现在全省都推开了
这一做法。”

走出崔晋双家，檀山沟村的村民
们每人都领到了一份十九大精神宣传
大礼包。打算在柿子节一展身手的村
民田任任说，她要赶快打电话把党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优先发展农业农村
的好消息告诉在外打工的儿子，让他
尽早回来，家乡有发展，在家就可以致
富奔小康。

理论武装骨干走进数千农家
—山西省阳泉军分区依托全市 46个“强军兴武大讲堂”，按照

“培训—调研—再培训—进村入户”的方式展开宣讲
■本报记者 裴 贤 苗 鹏 通讯员 刘计平

“只要能靠岸就开船！”3.3 米高的
大浪，没能阻挡党的十九大代表、海南
省军区司令员陈守民上赵述岛宣讲的
步伐。

11月 8日，连续阴雨近半月的西沙
永兴岛终于见晴。阳光炽烈，海风呼
啸，白浪涛涛，从永兴岛到赵述岛，8海
里的路程，风平浪静时只需 10几分钟，
这一天却开了 40多分钟，随行人员不同
程度出现了晕船症状。
“我们要让十九大精神传到‘天涯

海角’、传遍岛礁各家各户。”连日来，海
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分片带队组成若干
个宣讲小组，深入岛礁、深入基层、深入
一线巡回宣讲。

赵述岛位于南海西北部，是一个面

积只有 0.22 平方公里的小岛，风景秀
美。三沙设市以来，大力加强全面建
设。如今的赵述岛，绿树成荫，海鸟成
群、楼房矗立，岛更绿、天更蓝、海更靓。
岛上老百姓安居乐业，幸福甜在心里。
“十九大是一个承载着中国梦强军

梦的盛会……”结合参加会议的感受和
自身学习体会，陈守民围绕十九大的历
史定位和重大意义，用朴实的语言，从 5
个方面娓娓道来。

讨论交流环节，民兵和渔民们最关
心的是什么，陈守民就重点解答什么。
“我们渔民如何既能保护好绿水青

山，又能赚到金山银山？”第一个提问的
是赵述岛居委会主任刘明秋。
“十九大报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你们想想看，若
北岛的海龟都不来了，我们生活能美好
吗？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哪有我们的
美好生活？”通俗易懂的话语，让岛上民
兵与渔民们感同身受。

从小房到大房，从板房到楼房，从
旧房到新房，小渔村已变成了现代化的
小都市，整齐划一的崭新渔民楼、电影
院、美食城、休闲街，网络信号覆盖各岛
礁……几年来，三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仅绿化宝岛工程，三沙军民就累
计种植 250 多万株树木，如今鸭公岛绿
树成荫，赵述岛的海鸟、北岛的海龟又
回来了，处处生机盎然。
“保护海洋、开发海洋、守卫海洋，就

能打到更多的鱼，让我们的生活更甜

蜜。”“既要建设好三沙，更要守护好三
沙。”随着交流越深入，大家心里越豁然
开朗。

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岛
礁建设和维权等，让每一位三沙人极为
自豪和骄傲。三沙设市，三沙民兵和渔
民在守岛建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坚决维护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陈守民的宣
讲让大家深刻认识到，践行十九大精
神，坚定维护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是
沉甸甸的使命，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守岛民兵和渔民们坚定地表示：“南海
是我们的祖宗海，西沙是我们的南海明
珠，我们要担起维权、维稳、保护、开发
的历史使命，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和积极
的奋进姿态，在维护南海主权权益上做
出更大努力。”

党的十九大代表、海南省军区司令员陈守民——

到“天涯海角”宣讲十九大精神
■郭海宇 本报特约记者 阳宗峰

11 月 10 日上午，申城阳光明媚。
上海警备区利用党日活动时间组织党
委机关干部集体瞻仰党的一大、二大会
址，追溯党的根脉，重温入党誓词。

纪念馆一层序厅，巨幅党旗如鲜血
浸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
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该警备区
政委凌希带领党员干部举起右拳、庄严
宣誓。军容严整的队伍，铿锵有力的声
音，引来众多游人驻足观望。
“驻守在党旗升起的地方，我们

倍感自豪！”警备区领导感慨地说，10
天前，习主席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
常委专程从北京来到这里瞻仰，回顾
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
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
让警备区部队广大官兵倍感振奋、备
受鼓舞。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在开

篇就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政治工作局主任田远同大家分享
了他入党时的情景和工作经历，“我的
每一步成长进步都离不开党组织的关
怀和培养，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要把
‘不忘初心’作为自己的政治标准，不能
忘记在入党时面对党旗宣誓时许下的
誓言。”

在二大会址“党章历程”展厅，有一
面“党章集锦墙”，展示了不同年代、不
同版本的党章，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幼
年走到成熟的全部过程，记录着中国共
产党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与时俱进的
发展轨迹，十九大通过的最新版党章也
位列其中。

大家在此久久凝视。警备区司令
员张晓明动情地说：“我们党的历史
就是一部奋斗史，党走到今天，不管
面临多么严峻的考验，遭遇多少巨大
挫折，总能压倒一切敌人、征服一切
困难。”
“今天我们缺少的就是这种精神，

要永远保持最初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
种热情。”
“时代越是发展，越不能忘记党的

宗旨、本色，越不能忘记最初的誓言。”
机关干部纷纷表示，作为共产党

员，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约束规范
自己的一言一行，努力把党章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

面对新体制新职能新使命，如何不

忘初心、有所作为？
作为新体制的第一任，如何跑好转

型发展第一棒？
……
大家放慢脚步，边看边思边议，产

生了很多思想共鸣。
始终高举旗帜、铁心跟党，始终不

忘初心、维护核心！走出纪念馆，大家
重新整理了着装，信念坚定地踏上新一
代“国动人”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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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贵州省军区党委中心组成员赴遵义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通过实地考察、红土寻根，感悟确立党的核心的极端重要性，领悟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的重大现实意义。图为该省军区党委中心组成员和遵义军分区官兵，面向鲜红的党旗郑重宣誓。 本报记者 李奇松摄

11月 10日，河北西柏坡纪念馆，晴
空万里，五大书记雕像在阳光的映照下
熠熠生辉，雕像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8个大字分外显眼。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

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河北省
军区党委常委率领机关全体党员干部
和直属队官兵代表唱完国歌后，向五大
书记雕像鞠躬致礼。齐聚西柏坡，开展
重温入党誓词现地教育活动，是该省军
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一个重
要举措。

在七届二中全会会址前，参加活动
的官兵举起右手，面向党旗，庄严宣誓。

一间土坯泥墙的小平房、一张普通
的长条桌、一个白色搪瓷茶缸、一排油
漆斑驳的旧凳子……“七届二中全会会
址原来是中央工委的大伙房，开会时稍
加布置即成会场。”“毛主席在讲到‘两
个务必’时，神情十分严肃，并格外提高
声音，加重了语气。这是要让全党明白
‘两个务必’的重要性。”现场展出的实
物和解说员的讲解，让大家深受触动。

69 年前，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来到西柏坡，指挥了震惊中外
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
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这
个省军区转业办副主任陈洪浩说：“69
年后的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我们党依然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张桌子、

四间房……在这个世界上最小的指挥
部，党中央和毛主席指挥 300万军队取
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该省军区战备
建设局参谋石历辉在参观完中央军委
作战室旧址后告诉笔者，“我们现在的
装备和保障条件，与曾经的中央军委作
战室相比，不知好了多少倍，如今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把能打仗、
打胜仗作为主责主业，把战争潜力转化
为战争实力，在未来战场上发挥省军区
系统的职能作用。”

在西柏坡著名的九月会议旧址，
这个省军区党委常委和局办领导集中
学习了习主席近期做出的一系列重要
指示，纷纷表示，要坚定维护习主席在
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忠实履行
新时代使命任务，向党和人民交出合
格答卷。

新时代要有新作为，强军路召唤
“赶考人”。参观归来，这个省军区机关
随即组织了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
“十三五”规划的研究论证，各局办围绕
“今年工作怎么看，明年工作怎么干”进
行梳理规划。笔者了解到，该省军区正
在围绕“如何进一步提升应急应战能
力、如何加快推进国防动员信息化建
设、如何利用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机遇期
促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等，对国防动
员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调研。

赶考路上永远不懈怠
——河北省军区党委机关赴西柏坡现地教育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樊志杰 通讯员 邢 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