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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雪薇、记者郭冬明报
道：“新质力量好编难用”“民兵训练考
核热门训得多、冷门训得少”……在 11
月初的党委议训会上，江西省上饶市信
州区人武部政委邱树梁开门见山，直指
问题要害。

推进党委支部议训走深走实，事关
部队能否做到重心归战、勠力备战。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全面加强
练兵备战。信州区人武部部长徐建饶
认为，只有充分发挥党委议训的作用，

让战斗力标准成为想问题、作决策、抓
建设的起点和落点，才能推动部队形成
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
用劲的生动局面。

前不久，该人武部接受省军区深化
民兵调整改革检查考评，民兵应急连专
业考核不够理想：帐篷搭设、应急情况
处置、操舟机操作等课目仍存在与实战
贴合不紧的问题。

“这些问题看似不起眼，但绝不
能轻视忽视，必须按照打仗标准严抠

每一个细节，如果只是走走过场、应
付了事，不仅问题得不到解决，久而
久之还会滋生形式主义。”徐建饶介
绍，针对考评中暴露出的问题，党委
一班人进行复盘，与基层民兵营连长
面对面分析制约战斗力提升的倾向
性问题。

透着硝烟看，带着问题议。随后，
该人武部党委专门召开党委议训会，带
着大家反思检讨，参会人员查摆问题不
遮不掩，剖析根源直击要害，对“基层主
动作为不够”“训练成效不明显”“对接
应急应战不够精准”等 8个问题各抒
己见。反思剖析的问题就像一记记重
锤，让不少人脸红心跳。党委委员苏雪
飞说：“问题敞开了说、建议大胆地讲，
议训会开成了揭短亮丑的‘剖析会’，一

个个问题被当场揪出、责令整改，硝烟
味十足！”

为了进一步提升党委议训质效，该
人武部结合现场查看、跟踪督导发现的
问题，由党委常委带头，深入训练一线，
边训边改，确保议战议训成果落实到
位。与此同时，他们还对民兵训练开展
训练督导，规定逢集训必考评，排名进
行全区通报，对军事训练不达标的单位
责令补训和组织补考，并在广泛征求基
层单位意见的基础上，制订《实战化军
事训练清单》，梳理形成15个方面近百
条实施细则。

“一会牵全局，议好满堂春。”日前，
茅家岭街道民兵应急排30名民兵在接
到演练保障任务后迅速进入战位，完成
任务出色，受到上级机关好评。

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人武部把党委议训落到实处

议训会开出了硝烟味

黑龙江省双鸭山军分区

网络党课受欢迎
本报讯 张宝传、高柏林报道：连

日来，黑龙江省双鸭山军分区针对青年
党员熟悉网络的特点，积极探索实践

“网络+”教育方法，组织开展微党课、微
视频、微广播、微动漫、微阅读“五微”创
作活动，定期推送优质稿件，依托强军
网“党员之家”论坛分享优质党课资料，
实现网上学习、屏上授课、线上交流，受
到青年党员的欢迎。

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

老兵互助获点赞
本报讯 孙华远、魏赫宽报道：11

月中旬以来，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组织发动优秀退役军人服
务老兵，广受赞誉。他们选聘水稻种植
专家周晓东、省高院“指导人民调解工
作能手”王忠泽等一批专家型老兵为退
役军人思想政治辅导员，通过兵帮兵、
兵带兵，在助力乡村振兴、提供法律援
助、指导退役士兵就业创业等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

清晨，阳光洒进连队荣誉室，在晨光
的映照下，一张张泛黄的老报纸显得格
外醒目。

“这些泛黄的报纸里，有战火和硝
烟，更有前辈们浴血奋战的身影。”第79
集团军某合成旅装步五连连队指导员
张国奇手捧1951年1月8日出版的志愿
军第39军116师机关报——《战旗报》，
诵读着《钢铁连突破临津江》，把战士们
的思绪带到了当年的临津江畔。

《钢铁连突破临津江》一文讲述的
是该旅前身部队在临津江战斗中的英
勇事迹。1950年 10月，连队入朝不久
便首战云山，毙伤敌百余人。之后，在
第三次战役临津江战斗中，担负第一梯
队尖刀突击任务。

临津江由东向西横贯朝鲜中部，
江宽 100至 150米，水深 1至 2米。江
南岸为天然峭壁，高 7至 10米，不便攀
登，敌人还构筑了 3道防御阵地，昼夜
以炮火封锁江面，并使用照明弹、夜航
机和探照灯实施监视，号称“铜墙铁
壁”不可逾越。

1950年 12月 28日，受领任务后，
老连长厉凤堂组织官兵对地形、水文、
敌火力配系等进行了详细侦察，反复
进行推演，做到每个战斗小组都清楚
各自战斗任务，甚至对在哪里架梯子、
从哪里攀爬悬崖等细节都考虑到位。
针对作战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连
队官兵还提出了脚上抹猪油防冻、鞋
底绑草绳防滑、长杆拴铁钩破雷等应
对办法。

为保证进攻的突然性，连队官兵提
前进入阵地隐蔽一天一夜，很多人的
脚都冻得失去了知觉。战斗发起当日
凌晨，临津江畔下了一场大雪，这给进
攻出发阵地增添了一层天然伪装。

战斗打响后，排长王凤江带领尖
刀排冲在最前面，在火力掩护下，快
速向结冰江面奔跑。江面冰层很快
被敌人炮火炸裂，许多战士就跌进冰
冷刺骨的江水中。由于在敌人眼皮
下潜伏了一昼夜，下水后下半身被冻
得没有了知觉。王凤江一只手举着
枪，另一只手扶起跌倒在水中的战
友，高喊道：“同志们，坚持住！上岸
就是胜利！”在结冰的江水中，战士们
推开冰块，冒着敌人炮火向前冲锋。
全连官兵冲过临津江，攻占了敌人的
前沿阵地。

战后，志愿军副司令员陈赓将这
次突破战斗总结为“三险三奇”：一是
敢于把突破口选在临津江弯向敌方的

地段，出其不意制胜；二是大胆把近
8000人的进攻部队和武器提前一天隐
蔽在进攻出发阵地上，而没有被敌人
发现；三是大胆地把 50余门火炮设置
在距敌前沿300米处进行直瞄射击，准
确地摧垮了敌人的工事。

因战斗英勇，连队被志愿军第 39
军授予“临津江突破英雄连”荣誉称
号。这段光荣的历史刊登在了《战旗
报》上，也铭刻在了每名连队官兵的心
中。1955年秋，这个战例也成为南京
军事学院战役系学员学习和研究的典
型战例。

读罢全文，张国奇小心翼翼地收起
了报纸，但内心的波涛久久不能平静。
他说：“每次读完这段历史，仿佛接过了
先辈们传来的接力棒。只有倍加努力，
才能对得起先辈们为我们创造的美好
生活。”

图为 1951年 1月 8日出版的《战
旗报》。 照片由谭长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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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朱晓峰报道：11月上旬，
江西省万载县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组
织专场招聘会，10家入驻企业一次性拿
出 150个就业岗位，38名退役军人及军
属现场签订就业意向书。

万 载 县 是 内 陆 欠 发 达 地 区 。 以
往，该县有许多退役军人返乡创业，
但 普 遍 存 在 启 动 资 金 缺 、开 拓 市 场
难、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导致创业
效果不佳。

针对这种情况，万载县军地相关
部门联合打造以退役军人为主体的
军民融合创业服务平台，成立退役军
人创业孵化基地，引导扶持退役军人
创业。

据悉，创业公司入驻后，由基地提供

创业指导、市场推广、事务代理等多项服
务，并积极协调相关部门，为退役军人落
实税费减免、资金补贴、小额担保贷款等
扶持政策，努力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孵
化服务。

同时，作为基地人才储备重要组成
部分，某建材有限公司、某军创企业管理
集团等入驻企业将定期召开退役军人专

场招聘会，大力吸收退役军人及军属实
现就业，缓解他们的就业难题。

在招聘会现场，基地负责人刘佳发
一脸喜悦。他说，此次达成就业初步意
向的人员普遍素质较高，下一步，基地还
将对他们进行面试，并组织入围人员岗
前培训，进一步提高退役军人军属的岗
位适应能力。

江西省万载县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

一次性提供150个岗位

本报讯 汤琳钰、特约记者乔振友
报道：11月12日，初冬的阳光暖暖地洒
在红岩文化展览室，来自重庆市武隆区
武隆中学的数百名学生正在聆听一场
生动的红色思政课。

“70年 前 ，300多 名 革 命 志 士 壮
烈捐躯，践行和光大了伟大的红岩
精神……”正在为学生热情讲解的讲
师名叫彭小兵，是一名退伍军人。今
年 9月，他受邀成为“红色思政课讲
师团”的一员到中小学校巡回宣讲。
几个月下来，师生们反响很好。武隆
中学德育处主任朱顺良介绍，红色思
政课入脑入心，颇受学生欢迎。

从今年 9月起，武隆区就开始筹
划开设红色思政课。“重庆是革命老
区，诞生了伟大的红岩精神，我们要
充分利用这一红色教育资源，上好青
少年的红色思政课。”武隆区人武部
政委马宏伟介绍说。为此，他们聘请
抗美援朝老兵、优秀退役军人、军事
专家等组成“红色思政课讲师团”，定
期到各学校授课，为学生们讲述武隆

革命故事。
和彭小兵一样，江山也是“红色思

政课讲师团”的一员。9月 29日，他前
往火炉中学讲解“革命烈士苏曼自杀为
党报警”的故事。“每次讲述，不仅是一
次红色精神的传递，更是一次心灵的洗
礼。每每讲到革命先辈为国捐躯的事
迹，我总会深受感动。”江山说，他要将
更多的红色故事讲给学生们听，让这段
红色历史被更多的人铭记。

与敌人斗智斗勇的革命志士肖中
鼎，被捕入狱受尽折磨的左联作家张泽
厚，“虎入笼中威不倒”的抗日名将黄显
声，中共地下党先后任川康特委书记、
省委书记的罗世文……一位位革命先
辈的名字，在讲师们的讲述下，如同一
颗颗明亮的星星照耀着学生们的心
灵。学生朱小军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
一段话：“最好的缅怀就是继承。我们
要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让烈火
中不灭的信仰，去点燃新时代属于我们
的新的荣光。”

走出红岩文化展览室，人武部部长
涂小奎心情格外明媚。他说，下一步，
他们将在学校成立“红岩班”，评选“红
岩精神”宣讲员，让“红岩精神”深植学
生心田。

重庆市武隆区军地合力上好思政课

“红岩精神”润泽学生心田

图①：连日来，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通过多种形式
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热潮，进一步激发
官兵投身备战打仗的热情。图为理论宣讲员向官兵宣讲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徐 伟摄

图②：11月上旬，新疆军区某团新兵营利用党团活动
时间，组织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图为理论骨干
利用训练间隙为新战士宣讲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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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顾苏洋、记者颜士强报道：
“我都快60岁了，没想到还有机会到政府
安排的公益岗位上班。”最近一段时间，山
东省枣庄市峄城区坛山街道岳台社区居
民李家海，每天早早地就出门，身着醒目
的橘黄色工作服，穿梭在城区的大街小
巷，和环卫工人一起整土种花、喷药浇水。

李家海是名退役军人，也是坛山街
道重点扶持的贫困户之一。有了新工

作，李家海的生活多了层保障，日子一
天天有了起色。用他的话说，好日子得
益于党和国家的好政策，也得益于街
道、社区两级党组织深入一线、紧贴群
众的扎实工作作风。

峄城区是革命老区，在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战斗英雄，
红色底蕴深厚。近年来，坛山街道专门
成立双拥工作小组，以基干民兵队伍为

主体，开展信访维稳、社区安全和扶贫
工作的同时，定期了解解决退役军人生
产生活面临的难题。他们还针对退役
军人就业需求，按劳动能力强弱来划
分，优先照顾劳动力弱、生活贫困的群
体，帮助他们更好地就业。

在今年公共环境治理、国家卫生城
市创建工作中，他们增设20多个公益岗
位，让困难退役军人、军属参与街道公
益事务，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实现在
家门口就业。

截至目前，900余名退役军人走上
了工作岗位。坛山街道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主任李守军介绍，下一步街道将继
续做好退役军人服务工作，推进退役军
人就业技能培训班，开展退役军人文化
建设，丰富退役军人精神生活。

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坛山街道

900余名老兵家门口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