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自抗洪一线的报道来自抗洪一线的报道

综 合2 责任编辑 /汪 娜2020年7月27日 星期一 Tel：010-66720982

国防论苑国防论苑

与强军同行与强军同行

安徽省肥西县三河镇，丰乐河、杭
埠河环绕其外，小南河穿流其中。因
水而兴的三河古镇，历史上多次因水
成灾。对于孙启志来说，这是他时隔4
年再一次奔赴三河镇抢险救灾。

入汛以来，杭埠河、丰乐河水位持
续攀高，三河古镇岌岌可危。7月 18
日 20时，山南镇民兵营长孙启志接到
县人武部紧急驰援三河的命令。23
时，120名民兵到达该镇最危险的地
段——北大桥。“那边有管涌漏点，快
搬石块来！”“这边水要漫上来了，扛沙
袋垫高堤坝！”一场惊心动魄的“三河
保卫战”就此打响。

经过 10多个小时的持续奋战，孙
启志和民兵队员共排除管涌漏点8处，

修筑子堤700多米，确保了古镇居民安
全撤离。“县民兵应急连中，退伍军人
比例超80%，近1/3的民兵参加过2016
年的三河镇抗洪抢险行动，是抗洪队
伍中名副其实的急先锋。”该县防汛指
挥部领导说。

孙启志家住山南镇，因持续暴雨，
镇街发生严重内涝，近1300人受灾，自
己的小家也未能幸免。但接到人武部
的抗洪抢险命令，他义无反顾地奔向
三河。“我是民兵骨干，我不上谁上！”

孙启志连夜到三河抗洪彻夜未
归，十几岁的儿子拨通了他的电话：“爸
爸，咱家房子都被洪水冲塌了，电也断
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面对儿子的埋
怨，孙启志只能轻声宽慰：“你们先在邻

居家坚持两天，这边水退了我就回去。”
挂断电话，孙启志用力搓了搓双眼，转
身，再一次向水而行。他深知，护好这
一条堤坝，就能守好这一片家园。

在三河镇的堤坝上，一边是不断上
涨的河水，一边是不断壮大的迷彩队
伍。2015年退伍的大学生士兵蔡黎明
听闻灾情后专程从合肥赶来，加入到民
兵队伍中；应征青年楚俊鹏是安徽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的在校生，刚刚通过征兵
体检，19日主动从撤离的人群中站出
来，向人武部领导请战。

“全体集合，转战桃花岛！”暴雨不
停，险情不断，民兵队员决战三河、保
卫三河的信心高涨。截至目前，三河
镇已成功转移群众2.7万人。

护堤坝就是护卫家园
■王 勇

10分钟，可以做什么？
对于正在安徽执行抗洪抢险任务

的第 72集团军某连下士鲍荣顺来说，
短短的10分钟让他收获了一场珍贵的
团圆时刻。

“爸妈早就想过来看你了。”7月17
日上午，在枞阳县城的防洪大堤上，身
扛沙袋的鲍荣顺见到了久别的父母。
母亲苏玉梅刚一下车就红了眼眶，冲
过去抱紧儿子，父亲鲍旭东则在一旁
偷偷抹眼泪。

“要不是在电视上看到你，我还不
知道你正在大堤上抗洪抢险。”苏玉梅
一边仔细端详儿子，一边对儿子竖起
大拇指。一个在家十指不沾泥水的大
小伙，如今正满身泥泞扛着沙袋抗洪

抢险，苏玉梅不由感叹：“到了部队，儿
子真的长大了，像个男子汉。”

自从在电视里见到了儿子，苏玉
梅把那条新闻反复看了多遍。得知新
一轮洪峰即将来临时，夫妻俩商议利
用到无为市运送抗洪物资的机会，借
道去大堤上看看儿子。

抗洪部队众多，儿子究竟在哪？
凭借新闻里的线索，二人到达县

城后一路打听，找到了正在枞阳小学
宿营的抗洪部队。值班参谋刘佳楠向
连队指导员刘启核实情况后得知，鲍
荣顺正在县城汽车南站防洪大堤上执
行抢险任务。

在防洪大堤上的橙色“长龙”中，
苏玉梅一眼就找到了儿子。

性格内敛的鲍荣顺说话很少，只
是不停地给母亲擦泪，父亲则坚持要
替儿子扛沙袋，一包又一包。大堤上
的这一幕，让不少官兵泪目。

“鲍荣顺是副班长，接到抗洪任务
后带领战士一直冲在最危险的地方，
特别有担当。”听了指导员刘启的话，
夫妻俩欣慰不已。

“看见儿子就放心啦，我们不给
部队添麻烦，这就离开。你们在抗洪
一线照顾好自己，等待你们凯旋！”
说完，二人将慰问品留下，急匆匆地
走了。

笔者看了一下时间，这场发生在
抗洪大堤上的小团圆仅有短短的 10
分钟！

防汛大堤上的小团圆
■李元庆 朱 峰 吴思哲

7月 19日上午，湖北省武汉市蔡
甸区汉江永固堤上，预征青年李健
雄正在执行堤段巡查任务。手持铁
锹的他，仔细查看草丛里有无散浸
和管涌险情，俨然一位专业巡堤员
的样子。

入汛以来，永固堤水位不断超警
戒水位，防汛形势严峻。李健雄从小
生活在长江边，水性好。7月 3日，他
主动向街道居委会提出申请，到堤上
查险值守。

永固堤长300米，坡面与水平面呈
45度角。这样一条路，李健雄每天需
往返 6次，每趟要足足走上 20多分

钟。行走过程中，他先是要拨开草丛，
查看有无渗水情况，再听听水流声，随
后跺上几脚，看土地是否结实。不结
实的地方，他会拿着铁锹，铲一锹泥土
填平踩实……如此反复，晴天雨天，从
未间断。为了完成好这份工作，李健
雄把经营的俱乐部交给朋友打理，自
己一心一意扑在大堤上。

关于防汛抗洪，出生于 1998年 8
月的李健雄有着特殊的情结。那年夏
季，长江洪水肆虐，人民子弟兵冲锋在
前守卫江城。记事之后，父母多次向
他描述出生时，解放军在蔡甸区防洪
的情景。“没有解放军，就没有你平安

的诞生。”这是李健雄幼年时听得最多
的一句话，当兵的愿望早早就在他的
心里埋下。

李健雄告诉笔者：“虽然我还不是
解放军，但我愿意以这种方式接受祖
国的挑选。”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后，李健雄第一时间申请加入到志愿
者队伍，为协和医院、蔡甸区人民医院
运送食物和医护用品。“感觉自己仿佛
正和解放军战士一起并肩作战，真的
很自豪。希望自己能早日成为一名合
格的解放军战士。”今年5月，李健雄在
全国征兵网应征报名，目前已顺利通
过初检。

准新兵的抗洪初体验
■邓健文 本报特约通讯员 洪培舒

习主席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指出：
“领导者的责任，主要是解决‘桥’与
‘路’的问题。”这一重要论述，蕴含着深
刻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实践
反复证明，只有架通思想上的“桥”，才
能打开工作中的“路”。国防动员系统
肩负着面向三军、协调军地的重要职
责，党员干部要担当任事、履职尽责，
就必须既要懂军事还要懂经济，既要
善指挥还要会协调，既要有想法还要
有办法。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想法是办法
的指引。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人们做
任何事情，都是先有思想、后有行动。
从知与行的辩证关系来看，脑子里没
有想法，工作就难有办法，发展就无从
谈起。

好的想法从哪里来？实践表明，好
的想法来自于对党的创新理论的通透
理解，来自于对事物客观规律的科学把
握，来自于对群众实践经验的系统总

结，来自于对个人能力素质的深度开
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是指导国防动员事业的锐利思想
武器。国防动员系统党员干部必须把
学懂弄通做实这一重要思想作为首要
任务、长期任务，深刻领会贯穿其中的
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自觉用以武装思
想、指导实践、推进发展。

马克思说过：“一步实际行动比一
打纲领更重要。”有了好的想法作思想
引领，还要有对的办法来付诸实践，否
则再好的宏伟蓝图、奇思妙想也只能是

“空中楼阁”、胡思乱想。客观现实充分
证明，任何实施办法都必须与时代发展
相合拍、与客观规律相符合、与现实需
求相吻合，否则不仅于单位建设没有
益处，反而可能成为影响和制约单位发
展的“瓶颈”或“地雷”。

办法要对，首先，方位要对。这是
将好想法变成管用办法的根本保证。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只有搞清了我
是谁 、在哪里，才知道干什么 、怎么
干。其次，方向要对。方向不对，努力
白费，甚至因为南辕北辙，用力越大，
损失越大。党员干部要自觉运用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决策部署、部队

现实需要统领工作，想好了、看清了、
认准了再干，以方向的正确引领实现
目标的必然抵达。再次，方法要对。
实践表明，方法对头，事半功倍；方法
不对，事倍功半，甚至是劳而无功、白
费气力。党员干部要坚持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以导向正
确促使方法创新，推动方式出新，实现
工作开新。

从工作实践看，好的想法、对的办
法只是做好工作的“上篇文章”，而实的
作风才是做好工作的“下篇文章”。党
员干部必须始终保持不驰于空想、不骛
于虚声的务政理念，功成不必在我、功
成必定有我的从政情怀，滴水穿石、久
久为功的为政定力，铆在本职岗位，主
动担当作为，真干、实干、苦干，以实的
作风将好的想法、对的办法转化为上级
叫好、群众点赞的政绩。

想法是思路，办法是路径，作风是
保证。党员干部要善于在学习创新理
论中更新思维理念，在工作实践锤炼中
掌握科学办法，在赓续优良传统中端正
做事姿态，努力以前瞻的理念、科学的
方法和务实的作风，推动单位建设稳慎
发展、创新发展。

既要有想法还要有办法
■郎川河

八一前夕，江苏省扬州军分区官兵
收到来自市体育局给出的个性化“运动
处方”。前期，该局利用专业器材设备对
官兵的肺活量、骨密度、心肺功能等多项
指标进行检测后，为每人量身定制了一
套体能训练办法，帮助官兵科学锻炼、强
身健体。

2018年扬州市成功举办江苏省第
十九届运动会，期间该市先后新建、改建
19个体育场馆。2019年 6月，扬州市体
育局党组研究决定联合军分区开展共建
活动，丰富新时代拥军内容。

按照活动规定，该市体育局所属
体育公园、游泳馆、健身房以及多种球
类运动场等营利性场所均向驻军官兵

免费开放；依托体育局医院为官兵进
行体质测试，出具专业训练建议，预防
训练伤，并为有训练伤的官兵提供治
疗方案；邀请体育运动专家，为官兵进
行健身辅导，并组织市体校专业教练
员对官兵体能基础课目训练方法进
行讲解示范；根据驻军单位个性化需
求，派出专业教练员队伍到军营组织
长跑、射击、游泳等竞赛性项目的培
训工作，同时向驻军部队赠送体育健
身器材。

“只有练就一副铁身板，才能适应未
来战场的需要。我们开展共建活动只有
一个目的，就是为驻军部队战斗力提升
贡献一份力量。”扬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
人告诉笔者。

据悉，共建活动开展以来，驻军部队
也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定期为扬州市体
育系统开展国防教育讲座、为扬州市体
校组织学生军训等，促进军民鱼水情深。

江苏省扬州市拥军工作推出新举措

优质体育资源向驻军部队免费开放
■徐雪锋 本报记者 田亚威

7月 15日，河南省杞县人
武部组织民兵骨干来到城郊
乡赵楼村贫困户的葡萄种植
园中帮忙采摘。近几年，在人
武部的持续帮扶下，村子里的
贫困户靠发展特色种植产业
脱贫摘帽，走上了致富路。

刘银忠摄

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武部

提升基层武装建设水平
本报讯 董义成、张玉刚报道：7月

上旬，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荷塘街
道武装部率先完成“三室一站”阵地建
设。下一步，区人武部将对照省基层人
民武装部星级达标实施细则，对基层武
装部硬件要素和软件资料进行进一步规
范，推动专武干部队伍建设、工作经费保
障等内容逐一落实，全面提升基层武装
工作建设水平。

洛阳市涧西区人武部

开展征兵宣传月活动
本报讯 刘白华、董志文报道：6月

份以来，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武部在
全区开展大学生征兵宣传月活动，他们
积极与地方教育部门协调，汇总本区籍
在校大学生、应届毕业生人员名单和家
庭住址，由街道专武干部上门走访，开展

“五个一”活动，并通过征兵宣传微信群，
定期推送入伍政策消息，为做好今年的
兵员征集工作打牢基础。

7月中旬，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官兵前往驻地对口帮扶村开展捐资助学活动，官兵与贫困学生结成“一对一”帮扶对子，
并购买了文体学习用品送到学生手中。 苏 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