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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吴跃飞报道：“这里是中
国共产党最早燃起抗日烽火的地区之
一，东北抗日联军的11个军中，5个军
在这里诞生，8个军在这里长期活动
和战斗……”5月 4日上午，黑龙江省
佳木斯军分区主题教育课堂上，政治
工作处主任赵长华翻看着手中的《佳
木斯军事图志》，向官兵讲起抗联精神
的由来，图文并茂的辅助教材引起官
兵的强烈兴趣。

佳木斯市先后涌现出赵尚志、冷云
等一大批英雄人物，被誉为“东北小延
安”。在“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
主题教育中，佳木斯军分区注重挖掘整
理当地的教育资源，讲好身边的红色故
事，引导官兵从红色基因中寻根溯源。

春节前，军分区结合走访慰问对
全市军事历史进行收集整理。他们成
立专门的编写队伍，深入实地采访亲
历者，走访英烈后代，聘请当地党史研
究人员作为顾问，编纂出 150万字的
《佳木斯军事史》、含1100幅珍贵历史
图片的《佳木斯军事图志》和《佳木斯
军事史资料汇编》。

为强化教育效果，佳木斯军分区
还开展“向抗联英雄学习”活动，激励
官兵奋勇争先，为强军事业添彩；邀
请老军垦进军营讲光荣传统，开展

“我是北大荒人”演讲比赛；组织参观
登岛接防仪式旧址，开展“界碑前的
强军誓言”活动，激发官兵的自豪感、
使命感和责任感。

佳木斯军分区

挖掘本地红色资源
增强主题教育实效

河南郑州，一座正在崛起的数字
城市。

伴随建设智慧城市的步履，郑州警
备区把握信息时代新特点，运用微博、
微信、微视频和移动终端开展“传承红
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让红
色基因融入血脉，激励大家肩扛时代重
任，走好强军新征程。

12个微信群同一场大讨论
——革命的“火把”还能否照

亮精神家园？

“战备值班、民兵整组、征兵宣传等
各项工作压茬推进，就这么几个人，根
本忙不过来……”近日，一名编余干部
在内部网络诉苦，引来不少认同。郑州
警备区进行思想调查后发现，按新编制
体制运行后，军分区、人武部人少事多
矛盾凸显，干部职工思想上出现焦虑困
惑并非个案。如何答疑解惑，激发工作
热情？必要的集中教育不可或缺，但更
重要的是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坚定信
念，明晰职责。

“情绪自网上来，也要在网上解。”
警备区政治工作处工作人员把“对照战
争年代看困难，参照革命先烈找差距”
的讨论题发到微信群。3天时间，各单
位的12个微信群共收到各类讨论发言
1.1万余条，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争得

“火药味”十足。
“出现彷徨、困惑，主要是因为站位

低了、考虑个人问题多了”“红色基因是
制胜密码，今天的改革也是理想信念的
大考场”……微信群里的大讨论直击问
题，警备区借机查找出“个人思虑过重”

“畏难情绪”“牢骚多行动少”3大类 36
个思想问题，并逐一辨析，把大家的认
识推上了新高度。

除了开展网上大讨论，郑州警备区
还把红色景点、著名战例等内容搬上网
络，运用新媒体平台开拓网上课堂。线
上组织大家学党史军史，线下组织官兵
到革命纪念馆、战斗遗址、红军墓前参
观见学，激励官兵投身改革强军实践。

30个微视频激发打赢斗志
——现代战争是否还需要拥

军支前的“骡马队”？

5月 7日，一个拥军支前“骡马队”
的微视频，在郑州国防动员系统朋友圈
传开。“现代战争是信息、装备和科技实
力的大比拼，‘骡马队’还能否派上用
场？”有人对此提出质疑。

讨论中，30个关于现代战争中民
兵和地方武装参与战斗的微视频迅速
在移动终端上流传。警备区领导专门
整理了近代战争的精彩战例，用生动、
简明的微视频解答大家的困惑：未来战

争，不仅是信息化装备的搏杀，更是动
员力、支前力的大比拼。

“转型中，民兵组织的数量少了，但
要求高了，未来战争的‘骡马队’已经插
上信息翅膀。”5月 9日，一场关于现代
国防动员作用与地位的授课，在警备区
如期进行。此外，警备区还组织300余
名科（营）以上干部奔赴一线，帮助广大
官兵、专武干部、职工、民兵理思路、解
难题。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激发他们的
打赢斗志，有效促进民兵队伍遂行多样
化任务能力的提升。

300条微博凝聚强军意志
——未来战场遇到“娄山关”

“腊子口”还能否拿得下？

5月 10日，中岳嵩山气温骤升，火
险等级达到五级。登封市60名民兵森
林防火队员硬是用一天时间靠铁脚板
巡逻 65公里山路，消除 30余处火灾隐
患。民兵班长胡全厚左脚崴伤，肿得通
红，没吱声走完全程；民兵许春生腰扭
伤，硬是忍着疼，没减一分负重……

这次主题教育中，郑州警备区专门
开通微博，短短几天时间就拥有 3000
多名粉丝。5月8日的一条微博更是引
来众多围观者：解放郑州战役中，登封
民兵靠 20多条土枪拖延敌军 3个多小
时，为我主力部队赢得战机。

中原区一名专武干部的留言获得
上千人点赞：“如果在未来战场遇到‘娄
山关’‘腊子口’，我们还能否冲得上、拿
得下？”这也是警备区国防动员方阵一
个共同的“问号”。为此，郑州警备区把
主题教育课堂设到省国防教育基地军
史馆，通过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官兵
悟出一个道理：过去，战胜艰难险阻靠
的是战斗精神，现在更要把战斗精神体
现在训练场。

截至目前，警备区共发布微博 300
多条，举办的国防教育大比武活动在
微信上引起广泛互动，开设的 14个红
色教育课堂被录成微视频转发千余
次……在红色传统的熏陶下，他们结
合民兵整组，掀起军事训练“大考核、大
比武、大排名”活动，官兵练兵备战的热
情高涨。

教育紧贴微时代 微言大义励斗志
—郑州警备区运用新媒体平台开展主题教育纪实

■本报特约记者 焦景宏 通讯员 温殿锋

本报讯 李林帅摄影报道：挑粮小
道体验艰辛、烈士陵园缅怀先烈、红
军 路 上 唱 响 红 歌 ……5月 6日 至 10
日，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组织40名自
主择业军转干部赴井冈山开展学习党
的十九大精神暨党性教育专题培训，
锤炼党性修养。

近年来，盘龙区人社局不断强化
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提高服
务 水 平 ， 当 好 军 转 干 部 的 “ 娘 家
人”。他们注重落实军转各项政策待
遇，开展节日慰问加强联系，帮助
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坚定创业信心，
组织自主择业军转干部体检……贴
心关爱，让军转干部有了更多的荣
誉感和归属感。工作中，他们也发
现了一些问题：部分自主择业军转
干部投入到就业创业大潮中，由于
工作繁忙，放松了对党的创新理论
的学习，组织生活参与意识降低，
党性观念有所弱化。

“只有退役的军人，没有退役的党
员。我们不仅要关心自主择业军转干
部的事业，更要关注他们的精神世
界，充分发挥好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共
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此，盘龙
区人社局反复研究后，提出举办党性
教育专题培训班的方案，并将首个目

的地选在革命圣地井冈山。
在井冈山，老师饱含深情地讲述

战斗故事，学员凝心静听，满怀崇
敬；陵园里，学员敬献花圈缅怀先
烈，汲取力量；党旗前，学员举起右
手庄严宣誓，精神振奋……全体参训

学员亲身见学、收获满满。
一次井冈行，一生井冈情。短短

几天的培训，强化了自主择业军转干
部的党性修养，坚定了理想信念。大
家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就业和创业过
程中，将继续保持和发扬部队的优良

传统和作风，发扬共产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
献自己的力量。

（图为 40名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再
敬军礼，表示要继续发扬我党我军优良
传统，在新的岗位上再立新功。）

关心事业生活更关注党性锻炼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组织自主择业军转干部走进井冈山接受党性教育

4月 28日凌晨，辽宁省铁岭
市铁岭县平顶堡镇高箭沟村附近
突发山火。铁岭县人武部立即集
结160名民兵赶赴现场灭火。不
久，根据军分区命令，银州区人武
部、开原市人武部民兵应急分队
前来增援。经过300余名民兵12
个小时连续奋战，于当天15时50
分将明火扑灭。

刘 瑜摄

本报讯 孔海生、王洪玮报道：5月
10日，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举行民兵保
交护路分队基地化训练总结会。会上，
太阳纸业应急分队教练员张宁、人武部
军事科教员邱元防、公安分局治安大队
教导员张桂清披红戴花受到表彰。他们
创新的训练方法被写进教案，提升了民
兵应急保障训练的效果。

“国防和军队改革不只是体制机制
的改变，更是训练打仗思维方式的创
新，应该在规范施训中培养更多打仗明
白人。”兖州区人武部政委张卫强介绍，
3月初，按照新一代大纲要求，他们组织
全区进行保交护路民兵分队基地化训
练。区人武部党委一开始就以问题为

导向，打破过去走走队列、打打枪就算
考核验收合格的习惯性做法。以解决

“练什么、怎么练、练到什么标准、如何
保持练兵常态化高质量”等问题为牵
引，把实战化练兵培养高素质基干民兵
放在第一位，组织基层武装干部和民兵
干部深入调研、创新思路、突出特色，
提高实战能力。

在训练中，他们打破传统做法，坚
持集中上课与思想交流、个人互动相结
合，理论学习与专业技能展示相结合，
经验介绍与典型示范引路相结合，整个
集训形式多样、富有成效。

兖 州 地 处 京 沪 、日 新 铁 路 交 会
点，保交护路任务繁重，保交护路大
队副大队长、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教

导员张桂清把辖区沿线所有桥梁、涵
洞、进出口进行单元编组，利用区应
急指挥中心平台和微信群等现代通
信技术，将战时保交护路“阵地”分解
到所在乡镇、街道、社区，做到一旦有
事 民 兵 就 地 就 近 迅 速 到 位 ，投 入 实
战。此举，比过去分队到位时间整整
缩短三分之二。

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人武部注重培养高素质基干民兵

创新施训方法 提升训练效果

本报讯 陆毅报道：“地委大楼遭
遇‘恐怖分子’袭击，上级命令我部应
急分队迅速出动增援……”5月 10日，
新疆阿勒泰军分区营区内警报响起，
一场应急处突演练随即展开。接到命
令，应急分队官兵迅速携带战斗装具，在
营门前紧急集合，登车向事发地挺进。

“军车篷布关得严严实实，没有安
全员观察车外情况”“炊事班只携带 3
箱压缩干粮，完全不够应急分队官兵
补充食用”……演练结束，军分区作训
部 门 组 织 官 兵 现 场 开 起 训 练“ 纠 错
会”，查找演练中存在的作风不实以及
偏离实战要求的问题。

针对“纠错会”提出的问题，作训参
谋和训练骨干现场组织讨论，研究整
改，重新完善演练预案。同时，针对部分
官兵敌情观念不强、携带装具不符合要
求等问题，展开针对性训练，强化官兵
持枪登车、快速装载物资等基础军事技
能，提升部队应急处突能力。

“现场纠错，现场整改，才能让实战
化训练少走‘弯路’。”阿勒泰军分区领
导介绍，新一代大纲发布实施以来，军
分区从严从难施训，坚持人人参训议
训。在训练过程中，现场组织召开“纠错
会”“训练金点子会”，广泛吸纳官兵的
意见建议，通过改进训练方法、开展针
对性补差训练等方式，逐项攻克训练难
题，提高部队实战化水平。

当天下午，警报再次拉响。笔者在
现场看到，应急分队官兵紧张有序登
车；每辆车人员分配均匀，指派安全员、
观察员各一名，在车厢后侧观察车外情
况，确保行军安全；补给车内装载充足
的给养和补给物资。

新疆阿勒泰军分区坚持问题导向提高实战化训练水平

演练现场纠错 补齐训练短板

连日来，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
武部分批组织专武干部和民兵应急
连集训。集训坚持从实战出发，除进
行常规的队列、警棍盾牌、轻武器操
作课目训练外，还安排单兵战术、卫
生救护、防震抗洪装备操作等内容，
锤炼民兵队伍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
能力。 葛成靠摄

5月 7日至 11日，吉林省军区组
织开展 2018年新任职专武干部培
训。培训以加强新体制下国防动员系
统“一线指挥部、一线战斗堡垒、一线
带兵人”建设为牵引，坚持问题导向，
提高专武干部履职能力。图为组织识
图用图课目考核。 石 阳摄

除积弊除积弊 练打赢练打赢

5月 3日,四川省华蓥市民兵应
急连正在进行搏击战术教学。连日
来，华蓥市人武部组织民兵应急连基
干民兵和各乡镇专武干部展开为期
半个月的集训，通过野外拉练、战术
演练、政治教育等，提高综合应急反应
能力。 邱海鹰摄

入夏，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武
部针对汛期来临的实际，积极与当地
防汛部门一道，组织民兵应急连开
展防汛抢险演练，做到随时拉得出、
冲得上、抗得住，为防大汛、抗大灾、
抢大险做好充分准备。图为民兵搬
运沙袋。 徐文涛摄

本报讯 宋雨薇、常文娟报道：5
月 14日，秦岭山麓某训练基地烈日当
空，军旗猎猎，新预编的无人机分队官
兵面向军旗庄严宣誓，宣告陕西某预备
役高炮师无人机应急保障分队成立。

随着军队改革向纵深推进，预备
役部队如何瞄准战争形态的深刻变革
练兵备战，成为该师党委一班人思考的
课题。今年整组任务筹划之初，师领导
明确方向：挖掘吸纳地方经济与科技建
设成果，探索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作为航空航天工业大省，陕西从
事无人机研发生产的企业有60多家，
从业人员超过6000人，已成为无人机
研发生产重要基地。而无人机在勘探
侦察、抢险救灾中运用前景广阔。该
师在进行广泛调研后决定，借此优势，
组建无人机应急保障分队，服务应急
应战。随后，师里协调地方，选定人
才、装备、科技等优势明显的某航空基
地无人机培训基地和某航天基地无人
机系统产业发展中心为编兵单位。

为让科技真正成为“拉得出、用得
上、起作用”的拳头力量，师领导带着机
关干部按照模块编组、岗位兼容的思
路，对无人机分队的力量编成、战斗力
生成等问题展开集体攻关，细化指挥手
段、执行任务、机务保障等问题，初步形
成一套涉及多种机型、多种预案的新质
作战力量体系。

分队成立仪式结束，20余架无人
机升空展开入队训练，标志着新质战
斗力正在历练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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