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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浙江省瑞安市瑞立集团
武装部。面对鲜红的党旗，民兵党员骨
干重温入党誓词，同时发出“树企业民
兵党员好样子”的倡议。连日来，在浙
江省各非公企业武装部，以观看红色电
影、重走长征路、先进民兵党员岗位评
比等为内容的“七一”活动丰富多彩。
在鲜红的党旗和军旗下，非公企业民兵
踏着强军鼓点挺进未来战场。

企业党建不坚强
摘下已有民兵牌

今年是民兵组织调整改革之年，队
伍和人员精简涉及企业编兵压缩，减和
编的依据是什么？年初，温州军分区召
开企业民兵编配方案研讨会，对照上级
要求，军地领导很快达成一致，编兵的
第一条标准就是——企业党建过硬。

组织是否健全、活动是否经常、理

论武装是否深入、党员作用是否发挥明
显，会后，考评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细
则形成，一场从上到下、全面覆盖的非
公企业党建工作考评随即拉开帷幕。

考核组来到正泰集团，只见繁忙的
流水线上，“民兵党员示范岗”“民兵党
员责任区”等标牌抢眼；民兵活动展示
墙上，张贴着民兵党员重走红军路、赴
山区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等21次党日
活动的剪影……凭着过硬的实绩，这家
全国首个民营企业武装部通过考核。

近年来，温州军地联合出台《关于
推进民企党管武装工作的意见》，大力
推进企业“红旗党支部”创建活动，先后
举办 4期民营企业党管武装工作培训
班，选派 76名专武干部进驻企业开展
党建帮带活动。这次民兵调整改革，他
们通过考评对非公企业编兵资格作一
次筛选精挑，取消了116家党建工作相
对滞后企业的编兵资格。

企业担当精神强
编兵资格先拿到

非公企业民兵编兵规模压减，编兵
门槛提高，慈溪市劳特电器有限公司却
被批准优先继续编建民兵连。缘何？
军事机关表示：这个企业有担当。

两年前，该区某地发生火灾，接到
救援命令后，该企业组建的救援分队全
员出动，快速赶到事发地点参与灭火。
去年 10月，第 20号台风“卡努”汹涌来
袭，企业员工又第一时间请求与民兵一
起投身抗洪抢险，连续奋战一天一夜无
人退却。

今年审定编兵企业，宁波军分区与
市工商、税务和劳动保障等部门联手，
将企业有无偷税漏税、有无生产伪劣产
品、有无拖欠员工工资等情况纳入考
量。经过层层筛选后批准编组民兵分
队的企业，经受住了抗击台风、灭火救
灾、治安巡逻等重大任务的检验，以其
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地方政府和人民群
众的赞誉。

军民融合程度高
优先编实民兵连

“作为省内军民融合示范企业，我
们不能简单地把军队当供销客户，更
要把履行国防义务作为肩上沉甸甸的
责任。”前不久，在绍兴市精功集团民
兵连组建仪式上，董事局主席金良顺
这样说。

金良顺心里清楚，全市有上百家
企业申请组建民兵连，最后仅有 40多
家获批，他们能成为其中一员是因为
有着“军民融合示范企业”的特殊身
份。而这重身份是荣誉的光环，也是
责任的重担。

当下，绍兴市军民融合企业科技实
力雄厚、人才资源丰富，所属诸暨经济
开发区园区内的企业员工本科及以上
学历达到93%，还有多家院士专家工作
站，他们研发的科研成果可直接用来破
解部队战斗力提升难题。为使经济发
展更好地服务强军实践，让生产力高质
高效转化为战斗力，在落实民兵调整改
革任务中，绍兴市坚持在军民融合程度
高的企业优先编组民兵连，构建与经济
社会发展相匹配的新型民兵力量体系。

据悉，绍兴市在 40多家企业编组
了民兵，其中三分之二为军民融合企
业，专业涵盖信息网络、装备制造、复合
材料、医疗器械等8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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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方案论证、有效载荷方案设计
与验证、关键技术攻关、器件国产化研
究、实验星研制与在轨试验、组网星研
制、增量载荷研制……身为北斗三号卫
星副总设计师、有效载荷负责人，张立新
每天忙得像一个高速运转的陀螺。

与北斗结缘的 25年，张立新的日
子几乎都是在只争朝夕的攻关中度过
的。回顾这一历程，张立新说，自己是
国家的人，是党的人，从事北斗事业是
国家的需要，是他喜欢的事，也是最幸
福的事。

1993年，怀揣着“要建设中国人自
己的卫星导航系统”的梦想，学通信与电

子系统专业的张立新研究生毕业后，就
参与到北斗工程的先期论证中来，并负
责出站信号体制捕快技术验证、用户机
技术开发等工作。这对于刚入行就担此
重任的张立新来说，是压力更是动力。
留给他研制“出站信号体制捕快”系统的
时间只有半年，他只能没日没夜地干。

“那时候，单位在郊区，我也没有什么业
余活动，干北斗成为最充实、最有成就感
的事。”张立新说。

1998年，对张立新来说是具有重大
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他正式加入中国
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这一
年，他主导的用户机技术开发有了突破

性进展。经过 4年多的研发，1998年 1
月，张立新研制的用户机初样在接受用
户评审时，个别指标并不理想。当时用
户的意见相当尖锐，再想到这几年自己
付出的心血，评审会后他不禁痛哭流
涕。然而党员的身份让他有了新的变
化：自己有了更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
团队也有了更强的凝聚力。

不能轻言放弃！张立新把这次挫折
当成是对自己的考验。在接下来的三个
多月里，张立新不分昼夜连轴转，经过反
反复复的试验测试，最终用户机的定位、
通信、测量、授时等各项指标正常。而由
此形成的数字化、软件化技术，不仅使得
他所在的团队顺利中标，并且顺利应用
于今后的卫星中。张立新也因此被破格
评为高级工程师和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
十佳杰出青年称号。

2017年 11月 5日，中国自主研制
的北斗三号全球导航系统首发双星成
功发射，拉开了北斗全球导航系统建
设的大幕。这两颗卫星的导航分系统、
天线分系统、星间链路等有效载荷全部
由张立新团队承担研制。“打造一流的
队伍，掌握一流的技术！”这是张立新的
铮铮誓言。因为在北斗有效载荷研制
领域取得的成绩，张立新担任过所长、
副总经理等职务，但随着北斗三号卫星
的研制数量不断增加，张立新转而专
注于自己更喜欢和擅长的技术管理，
他笑称“北斗卫星数量越来越多，我的
行政职务却越来越低”。而正是这份
对技术的痴迷和对中国航天不再受制
于人的使命感、责任感，使得张立新一
次次放弃行政职务，选择在技术岗位
上潜心搞科研。

筑梦北斗，二十五载只争朝夕
—访北斗三号卫星副总设计师张立新

■本报记者 单慧粉

6月21日，红色沂蒙，气温35℃。午
后，记者跟随山东省军区80余名正团职
以上领导干部培训班的学员一起登上大
巴，直奔培训班的现地教学课堂——沂
蒙红嫂纪念馆。

抗战期间，以沂蒙六姐妹、沂蒙母亲
王焕于、沂蒙红嫂明德英等为代表的沂
蒙人民与山东党政军一起，生死与共铸
就的沂蒙精神。如今，已与井冈山精神、
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同成为党和国
家的精神财富。5年前，习主席在临沂
视察时曾指示，沂蒙精神要大力弘扬。

“红嫂是沂蒙特殊的印记，红嫂精神
为我们生动诠释了信仰、忠诚和奉献，是

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武装工作的‘活教
材’。”省军区党委要求，把“理论课堂”搬
到沂蒙老区，让党员干部在红色文化的
滋养中加深对习主席思想的理解认识。

步入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
尊铜像：一名年轻妇女掀开衣角，准备用
乳汁救护伤员。铜像源于“红嫂”明德英
的真实经历。

“明德英家境贫困,小时因病致哑。
1941年冬，一名八路军战士在突围中身
负重伤，被明德英救回家中。看着嘴唇
干裂、生命垂危的战士，明德英毅然放下
怀中嗷嗷待哺育的婴儿，撩起衣襟将乳
汁滴进战士嘴里……”

听着讲解员金静动情地讲述，现场
官兵深受感动，省军区副政委郑仲全红
了眼圈，“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走得
再远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在沂蒙大姐李桂芳展馆，讲解员向
大家讲述了一个火线桥的故事。孟良崮
战役前夕，妇救会会长李桂芳接到搭建
一座桥的命令，由于时间紧来不及搭建
真桥，而男人都在支援前线。于是，她就
组织32名妇女带上门板，迈着小脚跳进
河水架起“人桥”。

听完故事，几名刚刚到省军区系统
任职的同志感慨不已。曾经一嗓子能指
挥几千人，现在跺着脚喊也凑不够一个

班，工作环境的变化令有的同志产生了
失落感。“现在的困难再大也没有战时大，
她们都能出色完成任务，作为一名军人更
应担起肩上的责任。”刚刚交流到莘县人
武部任职的袁德福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在沂蒙山区红嫂的故事还有很多很
多。19岁的梁怀玉在参军动员大会上
喊出“谁第一个报名参军我就嫁给谁”的
口号,方兰亭卖掉女儿换来 20斤小米为
八路军战士充饥，沂蒙“新红嫂”朱呈镕
拥军行程10余万公里、认了2000多名兵
儿子……

记者采访得知，讲解员金静既是新
时期的红嫂还是一名军嫂，成为军嫂是
她最幸福的事。她说：“沂蒙山区的拥军
全是自发的行动，每当有部队经过这里，
家里的婆婆都会安排儿媳去慰问，这既
是一种家教，更是一种精神传承。”

一路参观一路感动。许多领导干部
在返回的途中讲道，这次红色之旅既是
一次走脑走心的党性教育，更是一次对
思想灵魂的大清洗。我们要不断加强
党性锤炼，担起应担的担子，尽好应尽的
责任，真正在实干兴军、实干强军中践行
习主席的思想和要求。

山东省军区把“理论课题”搬到沂蒙革命老区，现地感悟红色文化—

让“红色基因”融入军人血脉
■郭振芳 曾唐开 本报记者 熊永岭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7周年

7月1日，安徽省休宁县持续降雨引
发山洪，河水陡涨。当日下午，该县商山
镇荪田村 74岁老人程老牛被困兰水河
对面的小岛，情况危急。14时 35分，县
人武部部长赵一民接到县防汛指挥部求
援电话，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带领正在过
党日活动的机关党员和民兵骨干赶赴现
场施救。

15时40分，一行人携装跑步到达事
发地域，立即开始勘察水情，研究最佳救
援方案。

“老人耳背，听不到我们的喊话，
看样子正准备冒险涉水返回”“这河有
30多米宽，水流急漩涡多，水下情况复
杂，现在上游冲下来的杂物多，冲锋舟
下去太危险”……现场，村民七嘴八
舌。救人要紧！赵一民带头跳上冲锋
舟，带领救援小组，逆流而上实施救
援。经验丰富的民兵党员程国华、王
微微，娴熟驾舟多次避开水流湍急区
域，一点点靠近对岸，终于成功救出被
困老人。获救后，程老牛紧紧拉着人
武部领导的手激动地说：“谢谢恩人！”
现场围观群众热烈鼓掌向救援人员表
达感谢和敬意。

“群众相信我们、信赖我们，我们只
有苦练打赢硬功，才能不负党员称号，不
负军字招牌、不负父老乡亲的期望……”
现场，赵一民的遂行救援任务总结也是
党日活动小结。虽然一身泥水，参与活
动的党员骨干面对党旗再一次重温入党
誓词，他们誓言铿锵，目光坚定。

安徽休宁县人武部这个党日过得好—

洪水中，党员骨干救出七旬老人
■张文锦 武时化

6月30日，以“坚定执着追理想”为主题的江西省直机关迎“七一”红色家书
诵读会在南昌举行，现场诵读并演绎了李大钊、曾志、刘绍南、赵一曼、冼星海、
黄继光、夏明翰等革命先烈的家书，讲述真情大爱，传递革命大义。省领导与社
会各界群众代表一起观看诵读会，喜迎党的生日，重温党的历程，牢记初心使
命。图为南昌市豫章小学的小学生参与诵读并演绎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经
典词句。 熊媛媛摄

虽然被洪水围困长达6小时，但74岁的程老牛老人脸上没有一丝惊慌，获救时还露出笑容。
他说，在对岸看到穿军装的人来了，就知道自己一定会平安无事…… 武时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