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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北方大地，气温骤降。陆
军第 81集团军座座军营里，从草原深
处到渤海之滨，处处呈现学习党的十
九大精神火热景象。

党的十九大召开期间，这个集团
军按照前期制定的学习计划，通过
“学习军营”APP等多种方式，第一时
间组织官兵学习十九大精神，做到了
全员覆盖、不漏一人。训练场上、学
习室里、班务会上，官兵们边学习边
讨论，政治热情持续高涨，战斗精神
更加昂扬。
“领导干部必须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推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不
断深入，取得实效。”收看党的十九大
电视报道后，这个集团军党委第一时
间带头学习十九大精神。大家一致认
为，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是一项重大
政治任务，党委领导要走在前列，以
自身示范作用带动部队学习。

集团军党委一班人把学习贯彻十
九大精神当成头等大事来抓。作为编
制体制调整后的第一届班子，以什么
样的精神状态跑好“第一棒”、什么样
的谋篇举措开好“第一局”、什么样的
标准定位建好“第一班”？面对一个个
考题，大家悉心研读十九大报告，从
中寻找答案、感悟责任。

通过学习，大家对作为首届党委
班子所肩负的职责更加明确：全面贯
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形势
下军事战略方针，担当起党和人民赋
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以上率下、以上促下，是这个集
团军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一个显著

特点。大会召开期间，集团军军旅两
级机关 300 余名蹲点干部深入基层一
线，指导官兵第一时间学习贯彻十九
大精神。记者在基层看到，蹲点干部
严格落实“五同”，随身携带笔记本记
录学习心得，全力当好十九大精神宣
传员、讲解员。

正在出席盛会的十九大代表、该
集团军副军长徐有泽，专门打电话和
机关研究返回部队后传达宣讲、学习
贯彻十九大精神的计划。他说，一定
要用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统一思想、
凝聚力量，兴起全员练兵热潮。

这些天，集团军宣传处干事何彦
国格外忙碌。他每天搜集整理并推送
官兵喜闻乐见的网帖，帮助官兵尽快
吃透十九大精神。

为让官兵第一时间收听收看大会盛
况、同步学习十九大精神，集团军充分
利用“学习军营”APP、“八一军号”
微信公众号和政工网等网络信息平台，
综合运用文字、图片、电视、访谈、论
坛等形式，跟进会议进程推送大会最新
动态，供官兵交流学习体会。

会议召开期间，集团军部队严格
落实“三个半小时”，坚持每天收听收
看电视广播、阅读党报军报，利用好
手机和政工网等载体，组织好线上线
下讨论交流。

10月 18日，由官兵自己撰写的学
习体会文章《争做新时代的主角，扛
起肩上的新使命》一经推送，阅读量
迅速达到五千多，官兵纷纷点赞。大
家表达着一个共同心声：干好本职工
作，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添

薪加火。
强军风采一睹为快、擂台竞技精彩

纷呈……登录这个集团军开发的“学习
军营”APP，新颖的栏目设置吸引了记
者注意。点开“学习报告”栏目，里面
不仅有大会盛况的时政报道，还有十九
大精神要点提示和解读文章。他们针对
年轻官兵兴趣特点，开设文艺节目创
排、微视频创作、理论擂台竞技等栏
目，让官兵们在寓学于乐中将十九大精
神植入脑海、化为行动。

点击进入“交流体会”栏目，记
者发现，短短一天跟帖就达千余条。
网名为“特战尖兵”的网友写道：“十
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强
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作为基层官兵，就是要不折不扣
听党话，扎扎实实练好手中枪。”“金
汤桥连”指导员孙小川紧跟其后发帖
说：“学报告催人奋进，我们必须用听
党话跟党走的实际行动，来诠释对党
的无限热爱和忠诚！”

18日晚上，集团军某旅在大礼堂
设立课堂，对当天因执勤、出差等未
参加学习的人员进行补课。大家时而
仔细聆听，时而认真记录，表现出满
腔的热情和高度的自觉。
“只有在思想上主动看齐，才会在

行动上自觉追随。”补课结束后，大家
一致表示，国防和军队建设正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
要求，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
思想，争做有灵魂、有本事、有血
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

十九大召开前，集团军研究制定

《迎接党的十九大准备十条措施》，要
求各级严格落实考勤制度，小散远直
单位和值班人员等未能按时收看直播
的，要采取观看重播、录像等形式搞
好补学，在外学习、休假及执行任务
的官兵，紧跟会议进程同步抓好学
习，确保不漏一班一哨、不漏一兵一
卒、不漏一字一句。

盛会影响深远，豪情心中激荡。
由这个集团军某旅为主组建的中国第
13 批赴苏丹达尔富尔维和工兵分队，
正在执行联非达团最大物资仓库建设
任务，他们边学习十九大精神边执行
任务，听到十九大报告中对国际维和
工作的肯定以及“做世界和平的建设
者”的号召，官兵们心潮澎湃。在大
队学习交流会上，干部李振坚说出了
官兵们的心声：“我们只有继续迎难而
上，履行好维和任务，才能不辜负党
和人民的重托！”

精读细研融入血脉，扎根头脑聚
焦打赢。连日来，集团军部队官兵坚
持将学习十九大精神焕发出的热情化
作练兵备战动力，广泛开展“岗位大
练兵，质量排座次”活动，引导官兵
以部队转型建设为牵引，切实把十九
大精神学习成果融入破解发展难题和
岗位练兵之中。

记者采访结束已是凌晨，可此时
集团军参谋部会议室依然灯火通明，
他们结合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目
标，正在修订完善《转型建设三年规
划》。对于部队未来在新时代党的强军
思想引领下重组重塑、换羽新生，官
兵们信心满怀。

陆军第81集团军党委把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当成头等大事来抓——

用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凝聚力量
■王海洲 赵丹锋 本报记者 周 远

金秋的天山脚下，层林尽染。19
日，记者走进空军驻疆某基地通信站女
兵连，感受浓浓喜庆氛围。

一进连队，正对大门放置的“庆祝
党的十九大”专题黑板报格外引人注
目。板报上精心设置的一个个小故事、
一张张小照片，洋溢着官兵对大会胜利
召开的喜悦之情。
“连长到北京参加盛会，连队每一

名官兵都感到无上光荣。”连队指导员

李孝东告诉记者，习主席作报告时，官
兵们边听边记，格外认真，当电视画面
偶有掠过连长米合伦沙·阿不都的镜头
时，大家异常兴奋、热烈鼓掌。

谈起 5年来的变化，从小生长在渭
河边的女兵、下士汪叶说，以前的渭河两
岸一度脏乱差、寸草不生，现在河畔种上
了荷花、建起了池塘，村里还从传统农作
物拓展种植猕猴桃，实现了增收，乡亲们
信心满满、干劲十足奔小康。
“在全国人民奋力实现中国梦的同

时，军队也踏上了改革强军的新征程。”
李孝东介绍，近年来连队官兵把个人梦
融入强军梦，勤于追梦、敢于圆梦，每个
人都有切切实实的获得感。

“军人在工资、探亲休假等福利待
遇方面都有大幅提升，当兵更有自豪感
和荣誉感。”见到记者，正在用电脑制作
连队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宣传海报的
副班长、上士谭四念欣喜地说，近年来
连队不光硬件设施得到全面改善，在人
才培养上也亮点纷呈，不少官兵在连队
服役期间实现了能力和学历双升级。

二级军士长潘明文，从军24年立足
岗位建功，实现了从农村娃到高级士官
的转变。“我相信，军人很快就会成为全
社会尊崇的职业。”回想成长之路，潘明
文如是说。老班长的话引起连队不少官
兵共鸣，大学生新兵周子琳深受鼓舞，当
即表示要在通信岗位上实现军旅梦想。

记者连线党的十九大代表米合伦沙·阿不都所在空军驻疆某基地女兵连党支部

军人正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王 莉 本报记者 李建文

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我从对

抗激烈的驻训演习场归队，站在连

队荣誉室，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可

以说，担任“刺刀见红连”指导员的

这5年，也是我和连队一起成长的5

年。

5年前，我还在高校读研。当

初选择读研出于两个考虑：一是想

提升学历，为以后转业“加分”；二是

感觉基层发展受限，想通过读研另

谋出路。但就是这5年里，习主席

多次登战舰上战车，鼓励我们牢记

强军目标，把个人理想抱负融入强

军实践。这让我重新找到了方向！

毕业前夕，我下定决心要回基层去，

到一线岗位去！

到连队仅一个多月，我凭着过

硬素质被任命为“刺刀见红连”指

导员。这个任命让我感到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也让我深切感受到

“凭能力立身、靠实绩进步”的清风

正气。

回首这5年，既是我个人成长

的5年，也是连队蓬勃发展的5年。

连队先后承担了步兵特战化、海上

课目试点等任务，面对全新的课目，

全连官兵两眼一抹黑。站在鲜红的

“刺刀见红”石刻前，我和连长牙一

咬：干！

那段时间，我们没日没夜钻研

特战技能、探索训练方式，挖掘人的

极限体能、发挥武器极限性能。去

年年底，全连以全优成绩通过上级

考核验收，连续第8年被评为军事

训练一级单位。

上个月，组织要选调一批同志

前往艰苦边远地区任职，我本担心

没有人愿意去，没想到晚点名公布

消息后，当夜，数十封请愿书就摆

上了我的案头。中士黑德华郑重

地在请愿书上按下红手印：“我一

定要让我们的连魂在边防一线再

续荣光！”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红

军的种子遍撒祖国大地，主席的声

音回响在战士心间。看，党的十九

大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听，党的十

九大吹响了前进的号角。为了祖

国繁荣昌盛，为了人民岁月静好，

我们一定负重前行。

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刺刀见

红连”指导员 骆清

二○一七年十月十九日

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

本报三亚10月19日电 吴奔、记
者王凌硕报道：今天一早，南部战区海军
某潜艇支队副政委张学东带着做满标记
的十九大报告来到 372 潜艇宿舍，与官
兵分享自己的学习感悟。

当讨论到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时，张
学东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引导大家在对比
中更深切地学习领会十九大精神，增强官
兵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自觉性坚定性。

为了让官兵第一时间学习领会大
会精神，该支队以常委划片包干的方
法，以现场领学、专题研学、重点精学的
方式，抓好十九大精神的学习贯彻。自
大会开幕，支队党委一班人就深入基层
抓学习，沉到班排传帮带。同时，他们
把官兵反映的重点热点问题，纳入党委
中心组学习讨论，帮助基层官兵加深理
解认识。

常委划片领学领悟
本报常德 10月 19日电 周军报

道：盛会振奋人心，报告催人奋进。10
月 18日下午，为深入搞好党的十九大精
神学习宣讲，湖南省军区常德军分区组
织了深入推进民兵学习宣讲党的十九大
精神“一十百千”工程启动仪式。
“习主席的报告全面深刻、鼓舞人

心，必须迅速有力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十九大精神上来。”军分区政委董亮告
诉笔者，“军分区组织实施了‘一十百千’
工程，即举办 1期理论培训班、邀请 10名
军地理论宣讲专家、选拔 100 名宣讲骨
干、打造 1000 名民兵宣讲员，将党的声
音传播到每一个村庄。”

据介绍，理论培训班结束后，他们将
迅速安排宣讲员深入田间地头、村庄社区、
厂矿企业进行宣讲，并将编印的报告要点
发到群众手中，让群众及时听到党的声音。

启动“一十百千”宣讲工程
本报南京 10月 19日电 记者代

烽、特约记者程永亮报道：“国防和军队
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这两天，大会
报告像是一股暖流，滋润着东部战区“模
范通信女兵连”官兵的心田。

该连常年担负战区首长机关和重大
军事行动的通信保障任务，连队把学习
报告的课堂搬到荣誉室，引导官兵结合
光荣传统畅谈学习十九大报告的心得体
会。
“连队经历过淮海战役的硝烟，配合

击落过敌高空侦察机……”回顾连队的
辉煌历史，中士滕琼动情地说，“如何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传好接力棒，再创新佳
绩，十九大报告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连长傅蓉最后总结发言：“前不久连
队编制调整，人员精简了，技能要求更高
了。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新时代党的强
军思想，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
使命任务！”

荣誉室里畅谈体会
寄语十九大·心里话儿对党说

学习十九大·连线
代表所在党支部

东部战区

向党看齐·三军聚焦十九大

盛会连军营·基层官兵热议十九大

“模范通信女兵连”海 军 某潜艇支队湖南省军区 常德军分区

10月 19

日，正在新藏

线 执 行 高 原

边 防 运 输 任

务 的 新 疆 军

区 某 汽 车 团

利 用 任 务 间

隙，组织官兵

开展“点赞党

的十九大”学

习活动，结合

沿 线 变 化 和

任 务 实 际 展

开讨论。

张启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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