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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0日，南部战区陆军某海
防旅组织蛙人分队开展海上侦察、
极限体能、越海袭击捕俘等课目训
练，锤炼分队实战能力。图为队员
正在进行越海袭击捕俘训练。

曾梓煌摄

在今年的两会上，良好的话风成
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代表委员们脱稿
发言的场景多了。

3月8日上午，在黑龙江代表团开
放日上，在回答记者关于“乡村振兴
战略”的提问时，一位官员拿出了自
己准备好的材料，在念到 6分钟的时
候，被黑龙江省委书记张庆伟第一次
打断，提醒他“你简短一点”。见该官
员继续埋头念稿，张庆伟再次打断，

“你把材料直接给记者朋友吧！不用
说省委书记说啥、省长说了啥，我们
的话自己会说。”此事一经报道，引起
强烈反响。

现实中，念材料、讲空话的现象
并不少见。其弊病有二：一来时间
长，挤占别人的宝贵时间；二来空话
多，不回应问题、不解决问题，听起来
让人头脑发涨、昏昏欲睡。明朝的刑
部 主 事 茹 太 素 ，有 一 次 上 书 长 达
17000字，到了 6000多字还没有进入
正题，皇帝朱元璋实在听不下去了，
就命武士在文武百官面前将茹太素
重打了50大板。茹太素空话连篇，到
头来让自己受苦、受罪。时至今日，
参加两会的官员因念稿子、讲空话被
叫停和打断，不只是让自己尴尬和难
堪，也给他人敲响了警钟。

作为领导干部，无论是开会表达
看法、回答问题，还是台上提要求、作
指示，最终目的都为了推动工作、解决
问题。能否讲自己的话、讲有用的话，
一定程度反映出工作指导是否端正、
工作作风是否务实、工作调研是否深
入。因此，改进话风要取得以一持万
的效果，关键还在于领导干部个人。

在上甘岭战役打得最惨烈的时
候，秦基伟将军一次与固守在上甘岭
坑道的部队通话。为鼓舞士气，他拿
起话筒说道：“请转告坑道坚守的同
志们，军党委和军首长以及所有后方
的领导很惦记你们……”话还没说
完，就被电话兵打断了：“首长别啰嗦
了，拣最要紧的先说吧，先下命令，耽
搁下去要死人的！”多年以后，秦基伟

回忆这件事还说，那时敌人炮火纷
飞，为接通电话不知牺牲了多少电话
兵，只能抢一句算一句。

为将者，身上有千钧重担，身后
有千军万马。一个“抢”字尽显领导
干部讲话背后的关系利害，在战场
上事关万千将士性命，在平时关系
建设质量效益。好的讲话应该是清
晰明了的真知灼见、直面问题的良
计妙策、言简意赅的快言快语。如
今，跨入新体制的人民军队正朝着
全面形成新质战斗力加速迈进，部
队 各 项 工 作 安 排 得 满 满 当 当 。 试
想，若领导的发言是又臭又长的裹
脚布，哪能受人欢迎？又谈何凝神
聚力？趁着作风建设持续深入推进
的大势，把两会新话风传播开，可让
讲空话者不再有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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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丁绍学、倪大伟报
道：动员理论、标图作业、体能测试……
3月21日，笼罩在细雨中的申城气温大
幅下降，但是上海警备区机关干部国
防动员业务考核却如火如荼地进行
着。前一天刚刚学习了习主席在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上海警备区官兵精神振奋，一致感到：
落实统帅的要求，就是要以实际行动
推动国防动员主责主业往深处走、往
实里抓。

“‘我们决不能安于现状、贪图安
逸、乐而忘忧，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奋发有为，努力创造属于新时代的
光辉业绩。’习主席的重要讲话让人倍
感振奋，给了我们巨大动力！”该警备区
动员局领导介绍，他们在全市开展国防
动员大调研，突出新设备、新材料等新
型潜力资源，完善数千种动员潜力数据
采集，动员的“朋友圈”更大了，潜力资
源更多了。同时，军地联合修订完善一
批国防动员法规，在履行“六部”职能中

同步进入、同步落实。
在某民兵训练基地，该警备区战备

建设局参谋乔治正在组织应急民兵分
队装备规范化建设，他拿着年初由市政
府和警备区联合制订的《上海市民兵建
设“十三五”规划》告诉记者，今年将探
索组建无人机、机器人等多支新型民兵
分队，进一步加强兵种民兵分队的联演
联训力度，着力推动后备力量建设转型
发展。

“中国人民相信，山再高，往上攀，

总 能 登 顶 ；路 再 长 ，走 下 去 ，定 能 到
达。”豪情满怀壮军威，殷切嘱托记心
头。这个警备区领导感慨地说：“国防
动员工作正处在加速转型发展的重要
关口，驻守在我国改革开放前沿的上
海，必须站在新起点上，以强烈的使命
担当和昂扬的精神状态，奋力跑好转
型发展‘第一棒’。”

鼙鼓声振，扬帆又出征。统筹推动
8个重点领域42个军民融合重点项目建
设，在战备值班、日常管理、公务接待、
财经审计等方面出台一系列制度规定，
制订下发人武部规范化建设 11份指导
性文件，一人不漏开展老干部大走访
……这个警备区正以一项项实际行动，
真正做到以破立新、开局开新，推动国
防动员主责主业落地生根。

上海警备区 创新完善制度法规跑好转型“第一棒”

本报讯 章阅兵、记者左庆莹报道：
3月中旬，重庆警备区组织部分机关干部
上了一堂特别的课程：该警备区司令员
韩志凯带领相关人员，赴某航空发动机
制造有限公司、高新技术开发区等8个单
位参观见学，了解目前民营企业在高新
技术领域的发展现状，让警备区官兵对
军民融合发展有更深刻、更直观的理解。

去年以来，着眼高标准履行国防动
员系统“六部”职能，该警备区党委“一班
人”压力与动力并生。他们感到，研战知

战才能胜战，既然担负军民融合协调部
职能，就必须把提高官兵军民融合素养
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为开创军民
融合新局面突破能力“天花板”。为此，
他们坚持把军民融合学习内容与日常战
备训练、“双学”活动结合起来，建立包括
基础理论知识、军内外优质资源的学习
资源库。按照“急用先学、缺什么补什
么”的原则，严密组织“军营讲堂”。今年
2月以来，他们先后邀请国防大学教授、
联合作战领域专家和地方科技人才，开

展国防动员与军民融合专题授课。
近日，他们借助电视广播、网络手机

等媒体，第一时间将两会相关信息传递
给官兵的同时，突出了对军民融合内容
的梳理。针对习主席发出“扎扎实实推
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有力号召，该警
备区迅速组织专人从权威媒体中广泛收
集最新解读，帮助官兵提高认识站位。
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警备区政委
刘伟表示：“只有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
战略，开展军民协同创新，最大限度发挥

军地各方优势，形成整体合力，才能不断
开创新时代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新局面。”

瞄准需求强素质，学好本事促打
赢。两会隆重召开之际，正值该警备区
如火如荼组织全区干部封闭式轮训。记
者在现场看到，讲授卫星地图判读内容
时，教员田波不仅仅限于对军事领域的
讲解，他专门找来目前军民两用技术在
这一领域的发展数据和图片，让官兵感
受科技进步的力量。

“中国人民相信，山再高，往上攀，总
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连
日来，该警备区官兵学习热情不断高涨，
纷纷表示，要以此次学习贯彻全国两会
精神为契机，撸起袖子加油干，努力学习
各类前沿知识，不断提升促进军民融合
发展能力，用实际行动为开创军民融合
深度发展贡献力量。

重庆警备区 强化军民融合素养突破能力“天花板”

本报讯 齐磊、隋学良报道：3月13
日，由山东省威海市民政局组织的退役
士兵专场招聘会成功举行，现场有80多
家企业为退役士兵提供了3431个岗位，
共有1200余名退役士兵到场求职，现场
达成合作意向245人。

在招聘会上，市公安局临港公安分
局、多家企业专门为吃苦耐劳且执行力
强的退役士兵而来。“我也当过兵，公司
领导对我们退役士兵的素质十分认可，
当过兵的人一般责任心强，执行力也很
强，因此特意前来诚聘人才。”某纺织有
限公司办公室主任马洪献说，他们还特
别在招聘摊位前写着“欢迎战友”的字
样，让退役士兵一看便感觉十分亲切。

这场退役士兵专场招聘会吸引了不
少退役士兵。23岁的王洋去年退伍回
来后，一边学车，一边寻找称心的工作。
在现场咨询了一圈，王洋收到很多企业
抛来的“橄榄枝”。同样前来求职的张洪
瑞，退伍后在民政局的组织下参加了免
费技能培训，并取得了中式面点初级证
书。“政府提供的这些培训和就业机会能
让我们尽快融入社会。”张洪瑞说。

据威海市民政局局长栾波介绍，除
了每年举办退役士兵专场招聘会之外，
他们还会组织全市退役士兵参加技能培
训，在传统的电工、烹饪、驾驶等专业培
训科目基础上，新增电子商务项目，帮助
退役士兵提升技能，实现个人价值。

威海市 招聘会吸引1200余名退役士兵求职

本报讯 记者周海良报道：“今天，
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正在前所未有地
迸发出来，推动我国日新月异向前发展，大
踏步走在世界前列。”3月20日上午，习主
席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发表
重要讲话，引起安徽省军区官兵强烈共
鸣：创造精神是伟大民族精神，也是安
徽最为宝贵、最具优势的遗传基因。

40年前，小岗村“大包干”拉开中国
农村改革的序幕。40年来，安徽弘扬敢
闯敢干精神，使创新之花在江淮大地结

出累累硕果。省军区副政委杨学伦参加
军民融合调研深有感触：安徽在量子信
息、热核聚变、稳态强磁场、铁基超导等
前沿技术领域率先取得突破，创造多个
国内一流、世界领先，区域创新能力连续
6年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环顾安徽大地，一片欣欣向荣。合
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获批建设，量子
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合肥微尺
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等重大项目
相继启动建设，推动安徽朝着“打造国

家重要的战略科技力量”的目标大步迈
进。省委、省政府、中科院联合印发《合
肥 综 合 性 国 家 科 学 中 心 实 施 方 案
（2017-2020年）》，明确创新能力建设
“路线图”。

“把蓝图变为现实，是一场新的长
征。路虽然还很长，但时间不等人，容不
得有半点懈怠。”聆听习主席讲话，省军
区参谋王曦禄心里特别提气。他参与军
民融合工作，与军地相关部门交流更多、
体会更深，“做好军民融合这篇大文章，

既要撸起袖子奋斗实干，还要把创造基
因继承好、传下去。”

去年演练，该省军区首次引用驻地
人工智能技术，大幅提升指挥作业效
率。合肥警备区副司令员路锋感到：“创
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战斗力的‘倍
增器’。开放的世界没有封闭的军营，当
代军人要善于用开放心态拥抱新时代、
接受新事物。”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当前，人工智能浪奔浪涌，安徽不失时机
勇立潮头。3月4日，合肥高新区公布《人
工智能产业发展规划纲要（2018-2025
年）》，提出打造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先行
区”，“中国声谷”拔节壮大。十三届全国
人大代表、安徽省军区司令员杨征说：“奋
进新征程，省军区官兵壮怀激烈，人人争
当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

安徽省军区 借助区位创新优势打造战斗力“倍增器”

宁夏银川市面积9491平方千米，常
住人口达200余万，点多面广。随着“全
民国防”成为脍炙人口的“热词”，国防教育
活动迅猛发展，如何让教育成果普及到塞
上每一块热土、撒播到每名群众心中？进
社区、进学校、进医院，银川市将国防教育
深入基层末梢，在塞上湖城扎根发芽。

街道社区设有国防沙龙

街道办事处是最基层单位，也是连
接群众的窗口。银川市西夏区文昌路街
道办事处的国防教育宣传展栏主题引人
注目：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

荷花湖畔小区军属方叶叶走进街道
办事处5楼的“军属之家”，与其他早已到
达的20余名军属，等待即将展开的军属

技能培训。“军人之家”墙面四周挂满了
军属和军人的合影，每次前来方叶叶都
会看一眼丈夫的照片，听一听别的军嫂
的故事。“每次来这里，我都为自己是一
名军嫂而自豪。”方叶叶说。

拾级而上，楼梯两侧也挂满了“人
民军队爱人民”“富国强兵防未然”等
标语。当天，在 8楼的全民国防教育体
验中心，播放着每周一期的国防教育纪
录片。和往期一样，荷花苑社区网格长
刘妍茹组织社区群众准时收看。大屏幕
上，先辈们不怕牺牲、血战沙场的画面荡
涤着人们的心灵。

银川市国防教育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韩冬梅介绍，以前国防教育是一项软工
程，做与不做一个样，很多地方存在基础
设施不健全、制度不完善的问题。随着

“全民国防”概念的提出，银川市决定破
除国防教育旧面貌，将国防教育渗透到
最末端。

韩冬梅说：“基层单位涉及千家万
户，开展国防教育有平台优势。要想将
国防教育实现全民覆盖，首先需要在社
区、学校等人群密集的单位，成立一批基
层国防教育平台。”

不久前，文昌路街道办事处建起了
全民国防教育中心；景岳小学挂起了国
防教育基地的牌匾；宁夏某风湿病医院
成立专门的国防教育展室……

群众身边有了国防讲解员

社区走访，是刘妍茹的另一项经常
性工作。这些年，她在走访中还增加了
一项新内容——宣讲国防教育。

3月1日，刘妍茹来到了刘学兵老人
家，除了惦记着老人的身体，她还把提前制
作好的国防教育宣传页递过去：“您有时间
可以去全民国防教育体验中心参加活动，
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下转第二版）

进社区、进学校、进医院，宁夏银川通过抓末端落实打造
全民国防教育新格局——

国防教育扎根塞上湖城
■本报记者 裴 贤 路波波 通讯员 陈 功

习主席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官兵、
民兵预备役人员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只争朝夕不懈奋斗—

努力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