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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胡玉军、梁忠春报道：战备
物资存放、装载不符合战备要求，当天整
改完毕；远程拉动途中上下配合不好、情
况处置不力，开展针对性训练演练逐个解
决……6月下旬，辽宁省沈阳警备区着眼
民兵调整改革规范化建设要求，通过动态
检验，对检查出的物资规范、单兵携行、突
发情况处置等5个方面16个具体问题逐
一拉单列表，明确整改时间、方式、责任
人，同时建立监察机制，确保末端落实。

今年是民兵调整改革之年，民兵数
量压缩，质量要求更高。高标准完成任
务，需要军地双方形成合力。为此，沈阳
市成立军地联合领导小组，统一思想认

识，层层分解指标任务，将责任压实到
市、区（县）两级主要领导、具体成员单
位和具体人。同时，由政府副职领导、督
查室人员和警备区首长、机关各处组成
联合监察组，对照警备区细化补充的民
兵检查考评细则，采取不打招呼、不定
时间地点、随机出情况导调等方式进行
远程拉动检验，对各单位存在的问题进
行摸底排查、拉出整改清单、全程督导
问效，并健全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对行
动缓慢、落实不力的主要负责人进行问
责，并在全市进行通报。警备区政委李
军说：“民兵调整改革任务繁重，在抓落
实上要把握规律，找准发力点，以立说

立办、抓铁有痕的精神立起标准，才能
真正解决问题。”

前不久，随着上级命令下达，一场
实兵实装的百公里应急拉动演练在铁
西区和新民市先后展开。受领任务的两
个人武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抽组应急
力量，明确任务分工，按照模块化要求
快速装载物资……整个过程有条不紊，
快速高效。然而，监察组“火眼金睛”，依
然发现了问题：“铁西区应急分队人员
相识率低、人装结合不紧，情况处置缺
乏战斗观念，限本周整改完毕”“新民市
应急分队单兵物资不全、专业对口率
低、物资器材存放不符合战备要求，限

当日调整补充……”
据了解，此次动态检查中军地领导

通过分片包干的形式，带队深入一线，共
查找出队伍建设、装备储备、训练水平等
5个方面16个问题。按照“项项签字落实
责任、个个整改落地见效、全面规范统一
标准”的要求，对照问题清单现场督导解
决，对涉及的相关表、本、册、板等登统计
进行系统规范，对相关库室、器材设施等
硬件全面统一，对遂行多样化任务的程
序、方法等进行逐一细化……一份清单，
内容全面、时间具体、责任明确，让各级
倍感压力的同时理清了思路，为增强实
战能力找准抓手。

辽宁省沈阳市成立民兵调整改革军地联合监察组

坚持动态检验 问题立查立改

6月初，江苏省徐州市组织
军地联合防汛抢险实兵演练，军
地 11家单位共同开展了钢木土
石组合坝封堵决口、消除管涌、
城市排涝、医疗救护等20个课目
演练，检验了行动预案，锻炼了
抢险队伍。

王少亭摄

本报讯 朱俊杰报道：夏至，安
徽省池州军分区组织200余名军地相
关部门负责人和民兵骨干，在平天湖
水域展开水上救援综合演练。现场，
冲锋舟操作、水上行驶、编队行进和
水上救护等 5个课目轮番上演；与水
面紧张的救援活动相辅相成，空中出
现了 1架直升机和 2台无人机伴随保
障演练。

池州地处长江南岸，防汛任务
繁重。为不断提高军地联动水平和各
级防汛抢险队伍实战能力，全力备战
汛期，池州军分区与上海金汇通航有
限公司合肥分公司签订《直升机参与
救援演练的合作协议》，明确在气象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救援演练需要直升
机配合时，由池州军分区报请东部战
区批准空域后，该公司派出直升机参
与救援演练。

“北侧水域有6名游客‘落水’，请
快速展开搜救工作。”“险情”传来，潜
水员、无人机、直升机等迅即到位，专

业操作人员使用潜水工具，用水下声
呐对救援目标精准定位后，潜入水底
进行救援；无人机升空搜寻水上被困
目标，精准定位后引导冲锋舟对模拟
被困目标进行快速救援转运；营救上
岸后医疗小组进行简单急救，由直升
机转运到附近医院……直升机上配
备除颤仪、呼吸机、注射泵等重症监
护仪器，同时还有2名医护人员，在转
运过程中可抓住“黄金一小时”对伤
者展开救治。

“通过这次演练，强化了军地联
合组织、联合指挥、联合训练机制，
有效提升军地抢险救灾快速反应和
应对处置能力，让我们更有信心打
赢今年防汛抢险这场硬仗。”池州军
分区政委吴晓源介绍。近年来，该
军分区坚持以使命任务为牵引，注
重整合军地资源和力量，建立社会
应急救援体系，积极承担地方急难
险重任务，在实战中提高队伍应急
能力。

本报讯 肖霄报道：固定翼侦察
无人机进行空中巡航侦察，查看险
情，传送现场实时画面；发现人员落
水后，旋翼救援无人机携带救生圈升
空，迅速飞抵落水人员上空，抛投救
生圈；民兵水上救援分队驾驶冲锋舟
随后赶至事发水域实施救援……这
是 6月下旬，重庆市云阳县人武部组
织民兵应急分队开展水上救援综合
演练中的场景。两架无人机的使用，
有效提高了指挥效能和救援速度，而
它们正是云阳县人武部从重庆主城
区请来的“外援”。

入夏后，地处长江三峡库区的云
阳县迎来主汛期，防汛压力陡增。随
着无人机技术在应急抢险领域的广泛
应用，云阳县人武部也计划组建自己
的民兵无人机分队。然而在市场打探
一番后，人武部领导犯了难，无论是固
定翼无人机还是大功率旋翼无人机都
价格不菲，而且需要培训专门的操作
人员，维护保养也需要不少经费。与

此同时，他们了解到重庆某科技有限
公司是一家集无人机研发、制造、服务
于一体的高科技公司，技术力量雄厚，
公司的管理团队中有不少退役军人，
一直对当地武装工作比较关注。军地
对接，很快碰撞出“火花”，形成合作协
议：云阳县人武部协助该公司开展军
事训练和国防教育活动，并且以低于
市场的价格购买服务，由该公司无人
机技术分队参与应急抢险救援等任
务；而该公司也以参与人武部组织的
军事训练、应急演练等活动为契机，探
索各种突发情况下无人机的使用和维
护，为下一步产品研发提供数据支
撑。此外，双方还建立应急响应机制，
确保突发事件发生后，双方能精准对
接，做到设备、技术及时保障。

“借船出海，为民兵应急分队插上
科技的翅膀。军地协作，既减少了经
费投入，又能有效保障应急所需。”在
双方合作协议的签订仪式上，云阳县
人武部领导如是说。

打赢防汛抢险硬仗，今年底气更足
○安徽省池州市军地合力，遂行任务有了空中支援
○重庆市云阳县购买服务，无人机常态助力民兵演训

“我最难忘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那
段艰苦的岁月……”6月 14日下午 3
时，湖南省湘乡市山枣镇莲花桥村村
部会议室内，一堂党课正在进行。讲
课人是百岁抗战老兵左咏呈，该村专
武干部、民兵骨干和党员干部围坐在
左老身旁，接受精神洗礼。虽然已是
百岁高龄，但左老精神矍铄、声音洪
亮，回忆起战争年代的往事，老人记

忆犹新。说到动情处，这位百岁老兵
几度热泪盈眶。

据悉，左老于 1937年 5月入伍，
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
援朝战争，屡立战功。退伍后的半个
多世纪以来，左老坚持参加党组织生
活，从未间断。他还经常给党员干部
上党课、到中小学校开展国防教育宣
讲，累计达100多场次。

听百岁老兵讲党课
■本报特约通讯员 田 祥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时庆报道：议题向弱项聚
焦，准星向短板瞄准。近日，嘉兴市民
兵应急营围绕提高建训管用这条主线
召开党委议训会，运用检讨式总结破解
训练难题，把议训会开成了揭短亮丑的

“剖析会”、采贤纳谏的“诸葛会”和谋求
发展的“动员会”，认真查找影响民兵应
急营建设和战斗力提升的短板弱项，筹
划部署下一阶段的训练工作。

“提高应急保障能力没有捷径，必
须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高标准严要求
加强训练，才是实实在在的招数。哪个
课目弱就练哪个课目，哪个方面弱就固

强哪个方面！”民兵应急营营长傅建军
开门见山。“我们连平时开展基地保障
训练较多，联合训练、联合保障训练不
够，离‘战场’有点远。”综合保障连连长
王辛君打头阵，之后大家纷纷自曝短
处：组训不严密、训练抓不实、骨干业务
不精、训练思路不开阔、常态化战备意
识不牢、“三分四定”需进一步落实……
一个个具体问题被当场“揪”出，议训会
场弥漫着“硝烟味”。

“按照新大纲训练要有新手段，提
高核心保障能力要有新举措，保持战
斗力建设要有新办法。”紧接着，副营

长沈定华又抛出新话题，人人建言献
策，开启了一场讨论：结合集中组训，
开展访红色场馆、唱红色歌曲、讲英模
故事、观看红色影片等活动，利用好当
地红色资源，强化战斗精神培育；确保
训练人员、时间、内容和质量四落实，
建立教学智库，抓好干部骨干和重点
队伍，并邀请部队军事训练标兵担任
兼职教员，严格落实军事训练与考核
大纲，严格按纲施训；根据不同任务需
要，制订行动预案和配套保障计划，坚
持每周信息互通、每月定期商讨、每季
联席会议、每年讲评通报，形成上下贯

通、横向连接的信息渠道，建立健全制
度机制……

“只有把症结找准，把原因析透，聚
焦打仗要求，才能有针对性地制订整改
措施，科学筹划下一阶段训练。”傅建军
告诉笔者，议训会上检讨式找差距剖原
因只是上篇文章，贴近实战练打赢才是
最终落点。

议训议管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针 对 性 计 划 措 施 一 步 步 完 善 成 熟 。
从党委会议室发出的“战鼓声”，催促
着民兵应急营工作不断向更高的水
平迈进。

浙江省嘉兴市民兵应急营党委议训起硝烟

瞄准问题短板 贴近实战训练

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武部

联手高校开展征兵宣传
本报讯 朱武、唐静报道：6月底，辽宁

省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武部走进辽宁农业
技术学院开展征兵宣传。国防教育专题
报告会、爱我国防演讲比赛、征兵政策解
读、主题班会等多种活动，吸引了该校600
余名大学生参与，营造浓厚的尚武氛围。
截至目前该校已有402人报名应征。

山东省乳山市

国防教育宣讲进校园
本报讯 管水锁报道：6月下旬，山

东省乳山市“国防教育宣讲进校园”活动
启动，首场报告会在山东外事翻译职业
学院图书馆报告厅举行。乳山市人武部
政委吕建川所作《国家安全与个人发展》
主题宣讲，打动了现场近 500名师生。
据悉，9月前还将在全市各大、中学校进
行宣讲，提升师生国防意识，坚定报名应
征学子的从军志、报国心。

江西省鹰潭市

宣讲团进高校话征兵
本报讯 刘朝龙、王绚武报道：近日，

江西省鹰潭市征兵办在江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举行“2018年征兵宣传进校园活
动”，邀请5名现役、退役复学的大学生士
兵组成宣讲团，现场为学生宣讲征兵政
策，帮助他们了解兵之初，有效激发青年
学子对军队的向往，宣讲取得良好效果。
据悉，此次活动中近200名大学生现场报
名参军。

“祝你生日快乐……”6月30日，
山东省沂南县岸堤镇库东村，农家小
院里飘出欢乐的歌声。该县大爱沂
蒙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正和两位老
支前模范——老党员孟凡荣（左一）、
孟祥存（左三）一同庆祝建党97周年。

七一前夕，沂南县组织社会志愿
者，开展走访看望支前模范、老红嫂、
老党员活动。志愿者冒着高温酷暑，

深入山村走访看望支前模范、红嫂、
党员代表，为他们送去了电风扇、蚊
帐、花生油等物品。每到一处，志愿
者为老人打扫卫生、安装调试风扇、
挂蚊帐，让老人舒心度夏。老党员、
百岁红嫂刘淑芹老人紧紧握着志愿
者的手说：“感谢你们大老远跑来跟
我一起为党过生日，这比给我祝寿更
让我高兴！”

为英雄模范送温暖
■徐兴春 摄影报道

“感谢解放军,你们是我们全家的
恩人……”6月 30日晚，云南省金平
县人民医院急诊室外，得知母子平安的
消息后，产妇家属眼含热泪挨个与南部
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官兵握手道谢。

6月 30日 20时许，金平县人民医院
一产妇在生产过程中因大出血导致失血
性休克，急需 1500毫升 O型血输血抢
救。而医院血库告急，从 140公里外的
市区医院调运血浆已来不及，危急时刻，
医院领导就近给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
某营拨打了求援电话。

“通知 O型血的官兵作好献血准
备。”营教导员张柏武在向上级汇报情
况获批后发布动员令。10名 O型血官
兵主动请缨要求前往医院献血。集结赶
赴医院、化验、采血，一切井然有序。1
个多小时后，急救医生宣布：“病人已脱
离生命危险，感谢解放军同志及时献血
解了燃眉之急。”这让急救室门口静候的
官兵表情舒缓开来。

据了解，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官
兵近几年来，先后数十次为驻地医院献
血，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广泛赞誉。

1500毫升鲜血
换来母子平安

■曾浩云 卫文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