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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驻守在吉林中朝边境的
某边防连上演感人的一幕，全体官兵
整齐列队，一起高喊：“长岛兵妈妈，我
们爱您！”兵妈妈则满含热泪拥抱战士
们。官兵为不远千里赶来的长岛兵妈
妈志愿服务队赠送了一面锦旗，上面
写着：“妈妈走边关，千里送亲情。”

兵妈妈的一个郑重承诺
几年前，山东长岛兵妈妈贾平与

驻岛某部队结成共建对子，每周的加
餐、逢年过节的鲅鱼水饺、平日里的问
候，都饱含着贾平对兵儿子们的关
爱。去年，长岛的部分驻岛官兵移防
到了北部边境。听说孩子们要远行，
鲅鱼饺子、鲜鱼面、梭子蟹……她把能
买到的海鲜给孩子们做了个遍。官兵
们出发的那一天，贾平来到连队给孩
子们每人系上一条围脖，送上一套保
暖内衣，含泪叮嘱道：“孩子们，无论你
们走多远，只要妈妈还走得动，就一定
去看望你们。”

为了这个郑重的承诺，身为长岛
志愿者协会会长的贾平，分别于去年
和今年的七月份，两次组织志愿者翻
山跨海到吉林看望移防官兵。她们把
烤制的虾干、鱼干等海产品精心包装，
给移防到全国各地的兵儿子们快递过
去。为了让孩子们再一次吃上长岛的
鲅鱼饺子，她在家先把饺子馅儿拌好冰
冻起来，然后快递到吉林的边防连队，
等她到了之后再化冻包饺子。

“饺子馅儿寄过去官兵们自己也
能包，为啥您要亲自过去？”面对笔者
的疑惑，贾平感慨道：“孩子们喜欢吃
我亲手包的水饺，他们说那是妈妈的
味道。”

几千公里的一趟颠簸旅途
长岛志愿者协会的这次跨省拥军

行动在海岛引起强烈反响，机关、乡
镇、渔村、企业……全海岛文明单位的
志愿者服务队都要求参加。可是，由
于路途遥远以及诸多不便，最终决定
由县文广新局、气象局、县旅游集团、
兵妈妈志愿服务队的代表，以及来自
淄博的企业家兵妈妈梁素梅，共同组
成一支10多人的拥军慰问团。

无法参加的志愿者服务队也以
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对子弟兵的牵挂：
南隍城岛志愿者送来了海米，大钦岛
送来了海带，渤海长通公司、祥隆水
运公司、万泰公司、手拉手志愿服务
中心送来了海岛特色海鲜礼品，南长
山街道乐园村和一位个体老板派出
了汽车……

6月 29日，志愿者们出发了。这
是一次艰苦的旅程：拥军团一行10多
人，首先乘坐轮渡跨越蓬长海峡到达
蓬莱，当天晚上再从蓬莱乘坐轮渡经
过6个小时的航行，跨越渤海海峡来到
旅顺，清晨5点又乘坐汽车赶往吉林。

旅途劳顿，可是，为了给战士们带
去精彩的节目，她们在旅途中就开始
排练，在汽车的颠簸中写串联词，在高
速公路上创作互动游戏和小合唱……

经过两天跋涉，一行人终于到达
部队机关的驻地。稍作休整，在军车
的引领下，向着此行的目的地——边
防连队和哨卡出发，而这一路又是几
个小时、几百公里……

这一行，他们总共看望了 3个边
防连队、5个边防哨卡和检查站。仅
汽车行驶的里程就达到3000多公里，
跨越海路300公里。

温暖兵心的海岛家乡饭
7月 1日上午 10点，志愿者们赶

到了驻守在吉林某地的边防连，这里
正是贾平的兵儿子们最集中的连队。

连长在见到贾平的那一刻控制不住眼
泪，战士们见到贾妈妈后一下子围了
过来，紧紧拥抱着她：“妈妈，这可是几
千公里啊，没想到您真的来了！”

贾平一个个叫着儿子们的名字，
发现有个孩子没来，就到处找，结果看
到这个战士躲在角落里暗自抹泪。看
到贾平过来，他顿时泪如泉涌：“妈妈
我不是躲您，我是怕控制不住自己会
哭出来啊！”感人的场面让大家潸然泪
下。“感谢长岛的妈妈们，敬礼！”随着
连长一声令下，战士们的喊声响彻白
山黑水。

晌午时分，兵妈妈一起动手为官
兵包海菜包子，食堂里散发出长岛特
有的海菜清香。曾经在长岛服役的战
士们的脸上洋溢着自豪和幸福：“没想
到，在千里之外的边境线上又吃到了
山东长岛的海菜包子！”

午饭过后，由于阴雨，原本计划的
户外演出只能在连队的车库进行。在
一阵阵欢声笑语中，兵妈妈扭起了渔
家大秧歌，官兵们拿起彩绸踩着鼓点
参与进来……

分别的时刻来临。兵妈妈望着战
士们一张张稚嫩的脸庞，无法控制心
中的情绪，一边握手道别，一边抹泪：

“孩子们，只要妈妈们还跑得动，今后
每年都来看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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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集团军某合成旅在参加“跨越-2018?朱日和”实兵对抗演习期间，充分发挥军民融合优势，通过公开招标租赁地方拖车将履带装备进行摩托化托运。图为
7月10日，该旅部分履带装备正借助摩托化拖运向“战场”开进。 孙 浩摄

我送坦克上战场我送坦克上战场

受台风“玛莉亚”外围云系影响，7
月 11日起，湘北地区发生强降雨，长沙
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城
区出现渍涝等灾情。11日20时，长沙市
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要求各部门提
前做好应对台风来袭的准备工作。演练
是最好的备战。长沙县人武部随即下达
集结令，1小时内，200余名民兵完成集
结，一场实战背景下的演练就此展开。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第一时间展开救援
民兵队伍正在集结，人武部作战指

挥室，工作人员也紧锣密鼓地根据往年
抗洪中常出现的问题，设置演练内容。

演练课题一：转移被困群众。地
点：安沙镇安沙小学。该校地势低洼，在
去年７月的特大洪灾中，学校有数十名留
宿学生被困，是安全防范的重点。演练命
令下达不到1小时，20名佩戴长沙民兵臂
章的“迷彩绿”就到达现场。在查看了水
位、对学校安全情况进行评估后，又悄然
撤离。留宿学生还在酣睡，班主任老师夏
玲感慨不已：“救援队来得真快，这下我们
心里更踏实了，真来了大水也不怕！”

带队遂行任务的长沙县人武部部长
陈晓成告诉记者：“民兵是老百姓家门口的
兵，危急时刻第一时间赶到是我们的责
任！”这份责任倒逼人武部把一兵一卒都编
在刀刃上。今年，该县全面推行编兵由户
籍地向属地、由传统领域向高新产业领域、
由单纯人员编组向人装结合编组拓展，精
准布局，确保在最需要、最合适的地方编组。

长沙县地处交通枢纽，境内有航空、

高铁、高速公路，县域内有山河智能、三
一重工等65家工程机械制造企业、89家
大型建筑公司。为此，他们按“有利于领
导管理、提高质量、快速动员、执行任务”
的要求，依临空区编建防空分队，依山区
街道编建防火分队，依河湖编建抗洪分
队，依京广线编建护路分队，确保一有情
况能够迅速投入、发挥作用。

演练课题二：溃口围堵。地点：水塘
垸大堤。水塘垸位于捞刀河和白沙河交
汇处西岸，地势较低，是长沙县防洪的重
点。然而由于进出交通道路状况不佳，
往年都是遂行任务的“瓶颈”，人员、物资
前送困难。此次任务下达后，只见编组
在山河智能装备集团的民兵工程抢修分
队驾特种工程车快速将大块石、钢筋笼
等送到一线……看着轰鸣而过的“巨无
霸”工程车，陈晓成欣慰不已：“有了‘金
刚钻’，战斗队再也不用望洋兴叹了！”

“编兵整组就是作战布局，只要‘编
为战、编为用’，虽然民兵规模结构‘瘦
身’了，作用发挥却丝毫不受影响！”长
沙警备区政委曹友华表示。

全线动员
全力保障

7月 12日 13时，导演部再出课题：
“ 某 河 堤 决 口 ，急 需 部 队 救 援 ……”
随着电波传递，一支支前来增援的驻军官
兵到达演练现场。“你部前往水塘垸搜救
群众”“你部协助转移物资”……伴随着一
道道指令的下达，每支增援部队前面多了
一名当地向导，他们来自人武部编组在中
建五局某项目部的民兵应急分队。

这支民兵应急分队编建有 300余
人，来自各个乡镇、街道，退伍军人比率
达60%以上，且应急和通讯装备齐全，可
随叫随到。年初民兵整组，人武部党委
一班人登门编组，使这支训练有素、熟
悉当地民情社情的队伍成为人武部“抓
在手中”的拳头力量。

长沙县安沙物流集聚区是全市首批
现代服务业示范集聚区，集仓储、物流、
电子商务等功能于一体。人武部在此编
组，不仅依托物流公司建成了一支应急
保障分队，还设立了一个战备物资联储
联供点。7月12日8时，演练导调部临时
导调“转移安置百姓”任务，人武部第一
时间将大家安置到该物流聚集区，不仅
如此，不到1小时，被褥、大米、方便面和
矿泉水便送到安置点。

动员快速，保障高效靠什么？指挥
所里，一幅兵力部署图清晰地展现了抗
洪部队技术装备情况：覆盖长沙县的“国
防云”全天候即时指挥系统、用于侦察灾
情的 10多架无人机以及数量众多的通
用大型工程机械，这些紧急动员的装备
大大地提高了部队抢险救灾能力，为夺
取抗洪救灾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党员冲在一线
党旗插在现场

12日16时许，一辆从开慧镇开往江

背镇的小车，在将要行至高速收费站出
口处时，驶入水淹路段熄火，水位快速
上涨，轿车上的两人爬上车顶呼救。此
时水深流急，沿路群众不敢靠近。民兵
党员吴敏赶到，用绳子绑住身子，冒险
蹚水前进，成功救出受困群众。

危难时刻，党员就要冲锋在前。人
武部政治工作科科长王荣告诉记者，去
年抗洪，持续时间长、战线长，奋战20多
天后，部分民兵出现作风疲沓等问题。
这一次，部里特地组织民兵召开誓师动
员大会，发动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奋战一
线、冲锋一线。不仅如此，民兵党员佩戴
党徽在各地质灾害隐患点、重点河段、地
势低洼点等进行摸排走访，一线值守。
目睹在抗洪抢险第一线穿梭忙碌的“迷彩
绿”，受灾群众心中充满了感动。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安沙
垸练现场，简短的临战动员后，民兵工程
抢修连面对党旗庄严宣誓，随后投入战
斗。长沙警备区动员处处长徐赞军告诉
记者，该连编组在山河智能等企业，党员
比例达60%，此次执行任务，民兵连预建
党支部发挥核心作用，带领全体官兵连续
奋战一天一夜，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士气。

洪流中，广大民兵党员犹如一面面
鲜红的旗帜，飘扬在每一处最危险的洪
峰上，一起接受这场暴风雨的洗礼，交
上了一份人民生命安全高于一切的防
汛抗灾答卷。

受台风影响,湘北地区突降暴雨，一场抗洪抢险实兵实地实案演练
随即展开。湖南省长沙县以实战演练检验民兵整组实效—

暴雨中，砥砺血性与担当
■本报记者 周 仁 通讯员 王永军 周 威

包饺子现场其乐融融。 袁克廷摄

本报北京 7月 25日电 记者石纯
民、邵龙飞报道：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深入推进新时代依法治军研究创
新发展，第一届中国特色军事法治理论
学术研讨会今天在京举行。来自军委机
关、各军兵种、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
防科技大学、武警部队等单位的领导和
专家代表90余人参会。

此次研讨会由军事科学院军事法
制研究院主办，主题是“深入贯彻落
实习主席依法治军重要指示、加快构

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旨在研讨
交流国防和军队法治化建设重大理论和
现实问题，打造军事法治研究交流合作
平台，探索军事法治研究交流合作长效
机制，共同推进中国特色军事法治理论
研究创新发展。

“习主席依法治军重要指示，丰富
和发展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特别是中国
特色军事法治理论，是新时代深入推进
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总纲领总方针，为
我们创造性地开展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

法治理论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注
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彻军委
主席负责制，严格落实军委工作规则和

‘三项机制’，加强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
责制的监督问责”。研讨会召开期间，
与会专家学者紧扣论坛主题谈领悟、讲
观点、想办法，分组就“习近平强军思
想法治篇”“构建完善中国特色军事法
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军事法治实
施、监督、保障理论与实践”三个专题
展开深入研讨和广泛交流，并就中国特

色军事法治体系的历史方位和发展愿景
达成共识。与会专家普遍感到，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
事法治体系的机遇期，是由军事法规制
度体系建设为主向构建系统完备、严密
高效的军事法规制度体系、军事法治实
施体系、军事法治监督体系、军事法治
保障体系等“四大体系”全面拓展的深
化期，也是军事法治体系由初步体系化
向全面体系化过渡的关键期。必须按照
强军战略布局，把握阶段特征，思考未
来愿景，努力走出一条继往开来、成就
梦想的法治军队建设之路。

为增强学术交流的广度深度，研讨
会主办方从今年4月开始面向社会公开
征集军事法治方面的相关论文，共收到
来自 30多家军地单位的 150余篇文稿，
涵盖了当前我国军事法治研究的主体力
量。会上，主办方为71名优秀论文获得
者颁发了获奖证书。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推进依法治军理论实践创新

第一届中国特色军事法治理论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