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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任编辑 宫玉聪 石宁宁

12月上旬，辽宁省军区组织官兵无
记名投票评选主题教育优质课，结果让
人意外——纪录片《红色记忆——不能
忘却的故事》高票位居榜首。

之所以说意外，是因为《红色记忆》
并不在年初省军区开出的主题教育课程
计划上，而是自行采集制作的离退休老
干部回忆录。然而，正是这样一部没有
明星大腕，由百余位耄耋老兵讲故事式
的原生态纪录片，受到包括“00后”在内
的广大官兵认可，提升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效果。

激情从哪里来？

看到彭飞手捧“训练先进个人”证
书站上领奖台，省军区警卫勤务队通信
中队指导员王琴棋激动得拍红了双手：

“真没想到，‘00后’被打动后，爆发力这
么大！”

在通信中队，彭飞曾是出了名的“蔫
孩子”，口头禅是“没意思”，给人印象是

“干啥都马马虎虎”。变化始于7月份，他
作为士兵代表被抽调审看纪录片《红色记
忆》。彭飞坦言，沈阳第十干休所老干部
张辅农云淡风轻的讲述深深震撼了他。

纪录片中，回忆起那段艰苦的岁月，
张辅农说：“最初参加八路军就是为了吃
饱饭。可真正吃上了共产党的饭，才知
道不能光想着自己吃饱饭，还要让全部
劳苦大众吃饱饭。一个年轻人，光想着
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有啥意思……”

主题教育如何走心入脑？在辽宁省
军区党委议教会上，党委一班人感到，一
名战斗英雄就是一部生动教材，一个军
史故事就是一次走心教育。改革后，省
军区拥有40余个干休所、1800余名离退
休老干部，这些老干部的亲身经历就是
最好的教育资源。为此，省军区组织人
员记录老干部们的亲身经历、所思所想，
引领青年官兵领悟初心，担当使命。

党员该什么样？

尽管集体组织观看纪录片《红色记
忆》是半个多月前的事了，但官兵还时不
时地热议片中的故事：在淮海战役的一
次战斗中，连队被一座碉堡挡住去路，死
伤严重，六七个爆破组上去，碉堡也没炸
掉。孟照身当时是连队指导员，他急得
抱着爆破筒就冲上去，点燃导火索，自己
被炸得不省人事，是医院坚持救治，才捡

回一条命。
孟照身后来从副军职岗位上退休，

如今已经 90岁的他回忆那段激情燃烧
的岁月，仍激动不已。“您知道爆破就是
去送死，不害怕吗？”面对记者的问题，孟
照身手一扬：“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生
死的问题，想的是死也得完成战斗任务，
任务完成，死也是光荣的。”

“以前对战斗英雄的不怕死，总觉得
是个谜，老首长的讲述让我更深刻地懂
得，我军每次战斗都是党员干部带着战
士冲在最前面，党员干部不怕死，战士自
然也就不怕死。那是革命战争年代党员
的样子。新时代，党员同样要敢啃硬骨
头、冲锋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辽宁省
阜新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干事肖建勇告诉
记者，他当了 5年驻村第一书记，带领 3
个村实现脱贫摘帽，观看《红色记忆》，听
了老首长讲述参军经历和对初心使命的
理解认识，坚定了他扶贫攻坚的决心和
信心。目前，肖建勇参与帮扶的 3个贫
困村都依靠发展产业顺利脱贫。

奋斗比什么？

“我忘不了 17岁的战友张祥被日
军炮火炸掉双腿，弥留之际问我，副排
长，我能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常常
想起一起作战牺牲的 502名战友，挽救
了我生命的白求恩大夫，在我受伤昏迷
的 70多天里精心照料我的王义珍老妈
妈……”回忆过往，97岁的老红军余新

元说得最多的是这几句。他很少谈起
自己几十次战场冲锋，被授予“战斗模
范”荣誉称号，7次荣立战功的荣耀；很
少谈及他在人武部工作期间，选送雷
锋、郭明义参军的经历；很少谈起离休
30多年来，义务担任 146所学校校外辅
导员，身体力行普及国防教育的事。

“在报话兵的引导下，志愿军炮兵和
步兵密切配合，突破敌人阵地。敌人则
依靠强大的炮火和飞机支援，一次次反
扑。战斗进入白热化，可恰在这时，我们
的报话机坏了。关键时刻，正在 062阵
地的谢国藩拿起从美军缴获的报话机，
大声呼喊‘向 062开炮，向 062开炮’，炮
声中，敌人一个营被报销……”同样，90
岁的老将军程茂友深情回忆战友谢国藩
的英勇事迹，对自己参加过的百余场战
斗却鲜有提及。他说，自己只是一名普
通的老兵。

看纪录片中老干部讲到革命战士的
牺牲，抚顺军分区战备建设处文职参谋
张学雷告诉记者，与革命烈士和老首长
们的付出相比，自己脱下军装转改文职，
算不上什么，更谈不上委屈和失落，“虽
然身份变了，但分管的业务没变，为国防
事业作贡献的职责没变，福利待遇也没
变，没有理由不好好干。”

“不忘初心见行动，牢记使命当先
锋！”连日来，省军区官兵在工作中连创
佳绩。看到这一幕，省军区领导感慨地
说：“不真不诚，不能动人；不实不新，不
能化人。这样的效果，是抄笔记抄不出
来的。”

这样的效果，是抄笔记抄不出来的
—辽宁省军区制作纪录片《红色记忆》助推主题教育走心入脑

■付大勇 本报记者 赵 雷 鲍明建

“欢迎回‘家’！”11月 23日，广东省
广州市荔湾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
接过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助理工程师李伯
华手中的行李，把他送到“海岛驿站”免
费入住。李伯华十分感慨：“有种宾至如
归的感觉，太贴心、太暖心了！”

荔湾区和该旅有着 19年共建的深
厚情谊。今年建军节前夕，荔湾区领导
和工作人员到该旅慰问，得知官兵休假、
出差大多需要从广州中转，许多人夜间
抵达后不得不自行寻找住宿地点。该区
党委一班人决定：在区里设立“海岛驿
站”，服务途经广州的官兵。他们拿出专

项经费，与全区交通位置和住宿环境俱
佳的酒店协商，在酒店挂牌“海岛驿站”，
明确该旅官兵出差、看病或探亲休假途
经广州时，凭身份证件和单位公函即可
享受接送站、免费食宿等服务。

“ 荔 湾 就 像 我 们 驻 岛 官 兵 的‘ 娘
家’。2017年部队改革转隶，原有的番
号撤销，原有的机关整编，但荔湾区还是
循着几个以往的电话找了过来，并送来
一批慰问物资。”谈起与荔湾区“结缘”的
经过，该旅旅长杨振英感触颇深。

2000年，荔湾区领导和工作人员来
到该旅某分队走访，被官兵艰苦的生活

条件、扎根奉献的精神所感动，决定来年
再次慰问，帮官兵解决实际困难。这个
朴素的想法，一年又一年延续下来。荔
湾区与该旅签署军地共建协议，每逢春
节、“八一”等重要节日，该区慰问团都跨
越山海，到海岛慰问官兵。

海岛多雾潮湿，该区就送上一批烘
干机、除湿机、烘鞋器等防潮设备；营区
周边林木茂密多蛇虫，打草机等除草设
备使用频繁、故障率高，该区就送上崭新
的除草设备；官兵驻守海岛，生活单调，
该区就和旅机关协商配齐文体器材……

19年间，一次次跨越山海的相聚，一

次次解难帮困的慰问，让远在羊城西关
的荔湾和伶仃洋深处的官兵心手相连。

下士孔祥亚 2015年入伍，上岛不
久，适逢区里来人慰问。那些天，荔湾区
领导发现连队用水紧张，一旦进入枯水
期，生活淡水就成了稀缺品，有的官兵因
为长期吃不上达标水，患上肾结石、尿结
石。在荔湾区多方协调下，岛上迎来特
殊的班船：荔湾区带着拥军企业为官兵
送来海水淡化设备，并承诺免费维修保
养。连队自此告别“靠天用水”的历史。

“一握手，就不再放手。拥军事业不
能断线。”军队在改革，地方也在改革，今年
5月，荔湾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刚组建，局领
导一行人就过来慰问，他们说，“虽然不在
我们的辖区，但我们的情谊有山岛见证。”

免费为出差、转站的海岛官兵提供
食宿、接送；破例让该旅退役士兵共享荔
湾就业创业资源，享受荔湾籍退役士兵
就业创业同等待遇……今年 9月，当荔
湾区将新的共建协议送到该旅，该旅政
委刘月勤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些年，
荔湾区对海岛的情感已经不再停留在简
单的慰问上，海岛官兵已经成为他们辖
区外最牵挂的‘家人’。”

19年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跨越山海和守岛官兵“结缘”；19年间，荔湾区
和该旅都经历了改革调整，但军地共建的情谊延续了下来——

“一握手，就不再放手”
■姚 君 本报特约记者 陈 美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陈显、吴维报
道：“每月的津贴，听起来不算多，但体
现的是对我们民兵的重视和认可。”11
月中旬，刚参加完湖南省基干民兵大比
武的岳阳市岳阳楼区基干民兵李光华
收到银行发来的提示信息后感慨地
说。这是岳阳市试点推行“民兵津贴
制”，提高民兵训练积极性的有益探索。

2018年年初，岳阳市军地出台《民
兵应急队伍管理使用规定》，探索在岳阳
楼区民兵应急连试点推行“民兵津贴
制”。即除发放正常的训练误工补助外，
由当地政府从民兵专项保障经费中划
拨资金，通过“一人一卡”的方式，区分连
排干部、基干民兵每月发放不等的民兵
职业性津贴。岳阳军分区战备建设处
处长王沙莎介绍，军分区为享受职业津
贴的民兵发放专属聘用证书和银行卡，
在训练和执行任务时严格审批人员进
出和请销假，确保任务期间随时在岗在
位，强化编入民兵的归属感、责任感。

岳阳市地处长江中游，雨季防汛
形势严峻，尤其主城区岳阳楼区每年
夏季汛情多发。王沙莎介绍，两年前
的一次汛情，岳阳楼区内涝严重，军分
区启动应急机制后，岳阳楼区民兵应
急连迅速携装出动紧急转移受灾群
众，“虽然有惊无险完成任务，但规定
集合时间内满编 120人的应急连有不
少人迟到，还有人没来”。如何破解民
兵“招不来、招不齐”的现象？该军分

区联合地方有关部门展开走访座谈查
摆原因，不少民兵掏出心里话：当不当
民兵一个样，缺乏归属感；管理松散，
群体认同感不高……

一份职业津贴就能带来认同感？
该军分区领导坦言，津贴带来的不只是
认同感，更有日益增长的参训热情和执
行任务的使命感、紧迫感。自推行“民
兵津贴制”试点以来，岳阳楼区人武部
在 5次对民兵应急连的拉动点验中均
能在两小时内完成人装集结。今年 5
月下旬，岳阳城区发生严重内涝，200
余户居民被困，该区人武部迅速出动民
兵应急连，紧急转移群众 500余人，并
积极组织进行排水工作，受到当地政府
和群众好评，擦亮了民兵应急救援的

“招牌”。
“领的津贴其实我都没有用过。

这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份津贴，更是一
份沉甸甸的责任、使命和荣誉，时刻提
醒着我作为一名民兵，在祖国和人民
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该区基干民兵
张虎说。该军分区领导介绍，岳阳楼
区的成功试点为在全市范围内推行提
供了经验，营造出“民兵也是兵、当民
兵光荣”的良好氛围，促进了民兵队伍
的建设发展。

湖南省岳阳市

军地联合试点推行“民兵津贴制”

本报讯 时兴海、记者郭冬明报
道：11月下旬，江西省军区群众性练
兵比武竞赛在南昌举行，来自所属各
单位的现役军官、文职人员、现役士
兵、专武干部、基干民兵和职工，围绕
共同基础课目、业务技能、“四会”教
学 16个课目展开激烈角逐，吹响红
土地练兵备战集结号。

蒙眼进行枪械分解结合，侧身匍
匐搬运伤员，军事理论考核……记者
在现场看到，比武竞赛设置了参谋业
务、轻武器射击、单兵战术基础、战场
医疗救护等多个实战化课目，全方面
锤炼应急备战能力。在无人机比武
场上，一架架腾空而起的无人机成为
众人关注的焦点：低空飞行通过只有
1.2米高的蛇形封闭空间；高空飞行
穿越圆形孔洞，依次完成垂直下降、
水平穿越、垂直上升、悬停拍摄、定点
降落等动作。无人机操作课目裁判
王晓燕介绍，这主要考察的是民兵利
用无人机进行侦察、搜救和情报获取
等相关能力，紧贴实际的救援能力。

记者翻看评分细则发现，每个
项目都有详细的评分标准，比如对
主要威胁研判不到位扣5分、武器掉
落扣5分，严格的标准既检验了真实
训练水平，又找到了不足和差距。
为严格训风、考风，比武理论考试随
机组卷，技能考核现场抽签，省军区
机关、院校专家、友邻部队骨干三方
评估，纪检部门、参赛人员、各单位
领导三方监督，确保比武公平公开
公正。

“这次比武以《国防动员单位军
事训练大纲》和《民兵军事训练大
纲》为依据，以岗位练兵、质量排
序、创破纪录为主要抓手，在训中
比、在比中练，以考促训，全面锤炼
队伍的应急备战能力。”江西省军

区领导介绍。
上图：民兵参加战场医疗救护课

目考核。 郭冬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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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8日，驻守帕米尔
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明铁
盖边防连组织即将退伍的老
兵，前往海拔4900多米的卡前
乃达坂进行最后一次巡逻。他
们爬雪山、翻达坂、过冰河，用
这种特别的方式为军旅生涯画
上圆满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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