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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浙江省杭州警备区机关到
拱墅区人武部进行多个课目检验性拉
动考核，在执行保障部队过境演练行动
中，指挥员统一下达指令要求所有参演
官兵关闭手机，并进行检查；在执行山
体滑坡救援行动演练中，指挥员又鼓励
大家用手机拍摄照片视频，发媒体或微
信朋友圈，反映救援进展情况和官兵救
援事迹。演练行动中关于手机管理应
用的细节变化，折射出浙江省杭州警备
区年度修订战备方案与实战需求的紧
密契合。

窥细节而知全盘。记者翻阅拱墅区
的战备行动方案，各种情况预想全面，应
对举措、通信联络、政治工作、后装保障
等具体事项明确，所有行动细化制成清
晰的力量编成表、力量部署图、行动处置
流程，“按图索骥”即可较好地完成任务。

多年从事战备训练工作的警备区战
备建设处处长钟孚直言，在年度战备方
案的拟订上，不少单位存在问题：有的

“克隆复制”，不是根据打仗任务的变化
制定，而是拿往年的方案修剪凑合；有的

“概略瞄准”，一提到执行任务就是“打起
背包就出发”，对执行不同任务要编实什
么力量、携带什么器材、实施什么保障不
够清晰具体；有的“简单粗放”，情况预想
简而化之，通联手段、应对措施单一，致
使战备方案与打仗行动脱节。

精修战备方案是提高战备水平的基
础。今年，杭州警备区党委把修订可直
通战场的战备方案作为年度备战打仗的
第一件大事。他们基于遂行辖区应急应
战任务、解决当下现实问题、聚合军地资
源力量，新年度一开训，就组织召开战备
方案修订研讨会，收集汇总作战行动面
临的矛盾问题，研究商讨解决对策措施，
突出各类应急应战任务，按照快速、高
效、联动的原则，对指挥控制、兵力编成、
处置流程、装备应用等细化到点到人、形
成一案一策，确保指挥上下贯通、处置正
确得当、人装结合科学。

记者在警备区各战备库室看到，器
材物资实现了“套装化”存储，将每次行
动必须携带的物资作为基础套装，针对
不同任务所需不同装备作为特种套装，
比如抗洪抢险，民兵除了穿戴基本装具
外，突出携带无人机、冲锋舟、橡皮艇、救
生衣等特殊套装，以提高出动速度。对
后勤保障也作了进一步细化明确，当任
务地域位于城市和乡镇时，采取热食前
送、外卖订餐等社会化保障方式；当任务
地域位于乡村或野外时，携带炊事车和
给养单元进行保障。

情况构想越细，胜算概率就越大。
参加演练考核的拱墅区人武部领导深有
体会，过去执行演训任务，主要目光聚焦
在主体任务如何完成、兵力如何集中运
用，对作战行动中的联动要素等“细枝末
节”关注得少。如今，作战要素全部耦
合，作战行动精确联动。比如，保障部队
过境，如果保密工作没做好，将影响整个
作战行动，新修订的战备方案，从部队、
警备区、公安、车站等部队抽出人员，成

立保密工作小组。在抗洪抢险行动中，
突出过去容易忽略的舆论引导工作，及
时传播救援进程、凝聚人心力量。

除此之外，他们还坚持在力量和装
备的专业化上深耕细作，依托区内重点
行业力量，编建特种电力设备维修排、向
导翻译排、信息数据排等多支新质新锐
力量；购置便携式植桩机、高压组合消防
泵、红外生命探测仪、便携式遥控路障等
器材，以专业装备提升行动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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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1日，安徽省淮北市杜
集区无人机民兵侦察分队队员正
在进行无人机试飞前调试。面对
民兵整组新的标准和要求，杜集
区人武部深入调研高新企业，在
辖区非公企业组建无人机民兵侦
察分队，提升民兵遂行任务的侦
察、通信能力。 郭 林摄

“盛爹爹啊，快80岁的人了，依然坚
持公益事业，给孩子们传递国防知识，做
社区志愿者。真是好人呢！”近日，记者
走进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丝茅冲社区采
访，谈起老兵盛德其，居民们连连称赞。

“这是刚从大堤巡查回来吗，盛爹
爹？”循着社区副书记吴晶的招呼声，一
位头发花白，身形偏瘦，拄着拐杖的老人
映入眼帘。从 2017年 6月开始，盛德其
义务担任浏阳河流经社区河段的“河长”
职务，每天都要去巡查河堤，并将情况及
时上报社区“河长群”。

盛德其1961年参军入伍，1979年退
伍后，在长沙搪瓷厂担任武装专干，负
责全厂基干民兵的军事训练。在一次
手榴弹实弹投掷的练习中，民兵陈柏平
因第一次投实弹，过于紧张，将拉了线
的手榴弹掉在身后约 1米处。危急时
刻，盛德其将随时可能爆炸的手榴弹踢

开，但由于地形限制，手榴弹又被前方
的土坎弹了回来。当时，他用身体护住
陈柏平，而自己的右手前臂、右脚、右眼
等多处受重伤，经过抢救，虽保全性命，
但落下一等伤残。

谈起这段英雄经历，老人却很淡然：
“当时作为基层专武干部，保护好每一位
民兵的安危，是我的职责。”

1995年，从搪瓷厂退休后，盛德其
投身公益事业，主动担任社区义务巡逻
员多年。2012年，他在丝茅冲社区的支
持下，成立了“盛德其工作室”，每周开
办一次红色故事讲座、教唱革命歌曲，
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等
活动。

“盛爹爹，您怎么这么多魔方？”“这
是教孩子们用的。”盛德其随手拿起一个
魔方，单手玩弄起来，10秒就编排出一
个花样。老伴刘春英介绍，当年他受伤

后，因伤病疼痛，彻夜难以入睡，10岁的
儿子带着魔方来医院看他，让他对魔方
起了兴趣。后来，他看到社区的孩子在
闲暇时间不是去网吧打游戏，就是抱着
手机，为了让孩子们摆脱电子设备，他在
工作室办起了“魔方教学班”。每年寒暑
假，他都会自备教学器材，组织青少年免
费开展魔方培训和象棋培训。

盛德其不仅教玩魔方的技巧，还能
将历史、时事政治和文学知识串联其
中。每编排一个新的魔方花样，就会起
一个与新时代新事物贴合的名字，像“中
国高铁”“月球背面”等等，寓教于乐。

如今，盛德其每年为群众义务宣讲
国防知识 70余场，开办魔方培训班 160
余次，不仅帮助 200余名中小学生戒掉
了网瘾，还吸引青少年关注国防关心军
队，该社区征兵和国防教育工作走在全
区前列。

40年前，手榴弹爆炸的一瞬间，他用身体护住战友，自己落下一等伤残。
40年来，身为老兵的他用爱心为花季少年护航，荣登“中国好人榜”——

“单手”老兵用魔方传递国防知识
■陈松华 陈月亮 本报特约记者 王希明

“解放军来了，大家都让一让！”
“ 别 急 ，车 上 有 解 放 军 ，不 会 有 事
了”……4月上旬的一天，一列驶往甘
肃兰州方向的列车上，当几名身着迷
彩的军人背着药箱跑来时，慌乱的 5
号车厢一下子平静下来。

此时，列车正行进在海拔3400多
米的西宁境内。一名老年乘客因高
原反应，突发旧疾晕倒在座位上，失
去意识，家属和列车员通过广播紧急
求助。

恰巧，第77集团军某旅官兵刚刚
完成外训任务乘坐这趟列车返回。听
到广播，营长段丁鹏和卫生员马忠彩
跑步前往5号车厢施救。

过道里熙熙攘攘站满了乘客，看
到身着迷彩的军人出现，立即有人欢
呼起来，随即让开一条道。此时，老人
平躺在座位上，脸色煞白、嘴唇发紫。
家属介绍，老人原就患有心律失常，此
次是专程前往兰州看病的。列车行至
高原加上旅途劳累，老人一下子就晕
了过去。马忠彩立即为老人测量血
压、脉搏，并将速效救心丸塞入老人舌

下。经过一系列抢救，老人渐渐清醒
过来。见老人稍微清醒但说话还是含
糊不清，马忠彩寸步不离陪在老人身
边，持续观察血压情况，为老人按压穴
位，直到列车停车后，与乘警一同将老
人抬下列车，安放在车站准备的轮椅

上才返回车厢。
“解放军，好样的！”马忠彩返回车

厢时，群众热烈鼓掌。
下图：在马忠彩的急救下，老人逐

渐恢复意识。
杜泽南摄

驶往甘肃兰州方向的列车上，一名乘客因高原反应突发旧疾，不省人事。
列车广播求救，刚完成外训任务返程的某部官兵紧急前往施救——

“车上有解放军，不会有事了”
■杨奇帅 闻苏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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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习主席
给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群众的回
信，引起龙江军的思考。

龙江军家住在独龙江乡龙元村，
这几年，他亲眼目睹了家乡的变化。
去年年底，独龙族实现整族脱贫，宽阔
的柏油路代替了从前的人马驿道和溜
索，全村群众从昔日跑风漏雨的茅草
房搬到宽敞舒适的安居房，所有自然
村都通了硬化路，4G网络、广播电视
信号覆盖到全乡，种草果、采蜂蜜、养
独龙牛，乡亲们的收入增加了，看病有
了保障，龙江军自己还考上了德宏师
范学院……

“如果没有国家的扶贫政策，我享
受不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更上不了大
学，我愿意报名参军，将来守护好边
疆。”看到回信，龙江军和家人一商量，
决定今年报名参军。

“参军报国历来是独龙江同胞的
自豪。”贡山县人武部副部长陈明告诉
记者，去年 9月，来自马库村的江豪告
别乡亲，走出独龙江。得知这一消息，
十里八乡的独龙族群众像过卡雀哇节
一样，身披独龙毯、敲起铓锣、载歌载
舞，欢送江豪踏上奔赴军营的征程。

江豪一家世代居住在边境一线，
距离中缅边境北段 41号界碑仅 3公
里。“参军是江豪一直以来的梦想。”江
豪的母亲迪胜华告诉记者，边防部队
官兵每次踏边巡逻，都从他家门口经

过。界碑不远处还有一个墓地，那里
埋葬了8名战士。从小耳濡目染，江豪
在心中埋下了从军的种子。

“昔日官兵为独龙族修了路，打通
了独龙江隧道，帮助我们摆脱了贫穷，
参军报国是我们全家的光荣。”谈起外
甥参军，曾参加过边境作战的江豪舅
舅迪仕明对记者说。

“党的关怀点亮致富希望，习主席
的回信也激发了独龙族参军的热情，
前来登记报名的适龄青年不断。”独龙
江乡武装部部长胡晨洪告诉记者，目
前今年全乡报名人数超过去年两倍，
仅这几天，就有5名独龙族青年填写了
登记意向书。

“现在送走一个合格兵，将来就
会迎回一个致富带头人，我们鼓励更
多的独龙族青年参军报国，将来回乡
建设家乡。”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姚
丽威说。

这几年，不少退役军人成为乡里
脱贫攻坚先锋、致富带头人。脱下军
装这几年，巴坡村村委会主任王世荣
一如既往地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
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从2016年到
2018年，短短 3年时间，就带领全村
233户种植草果 14114亩，年收入 422
万，50余户购买了小汽车，家家户户都
有摩托车。在独龙江乡，一大批像他
这样的退役军人勇立潮头，带着群众
从贫困中突围，在兴边富民中寻找自

己新的人生坐标。
“我们将持续为独龙族青年参军

铺平道路。”姚丽威说，今年，乡里把征
兵和精准扶贫相结合，同等条件下，优
先征集建档立卡扶贫对象和特有少数
民族青年，初中生征集比例适当放宽，
让更多的独龙族青年走进军营。

“党的关怀让独龙族群众脱了贫，
感党恩就要守好边。守好了边疆，就
是守好了家。”这是马库村党支部书记

江仕明的感悟。记者了解到，江仕明
既是村党支部书记，也是一名界务员，
年近六旬的他每月都要把管护的 4块
界碑巡查一遍。多年来，江仕明还坚
持组织群众巡逻界碑，配合边防部队
查处非法越界、盗猎等情况100多起。

关怀鼓舞人心，嘱托砥砺斗志。
独龙江群众把回信精神化作爱国戍
边、报国参军的热情，努力把强边富
边、强国强军事业推向前进。

4月10日，习主席给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群众回信，祝贺独龙族实现整族脱贫，勉励乡亲们再接再厉、奋发图强，
同心协力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习主席的回信极大地鼓舞了独龙江青年参军报国、爱国戍边之心——

独龙族青年：把嘱托关怀化作报国之行
■本报记者 柯 穴

独龙族群众聚在一起学习习主席回信。 柯 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