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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十九大·连线
代表所在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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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制图：梁 晨 李佳豪 陈 陟

喜逢盛会心澎湃。20日下午，记者
来到党的十九大代表王雅楠所在第 73
集团军某旅卫生连，一股学报告议报告
的热浪扑面而来。

在连队会议室，该连党支部副书记、
连长赵培尧正组织在家支委围绕十九大
报告进行第二轮学习讨论。“组织官兵学
习十九大精神是当前首要政治任务。”赵

培尧告诉记者，十九大开幕式直播结束
后，连队党支部“一班人”放弃中午休息，
第一时间组织学习讨论。

该连是在“脖子以下”改革展开后
新调整组建而成，内部设置、人员编成
比原先更符合实战需求。副连长钟杰
雷深有感触地说：“学习贯彻十九大精
神，落到咱们连队，最根本的就是按照
能打胜仗要求，思考、谋划和推进连队
建设发展。”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越来越热
烈。有的结合连队制订的《军事训练计
划》，畅谈下一步落实举措；有的结合基

层卫勤保障分队调整改革实际，思考谋
划怎样在训练中坚持战斗力标准……

大会召开前，该连所在旅专门开设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专题网页，供官兵
在线学习。连队四级军士长尹久虎在政
工网“感悟十九大论坛”上留言：“卫生员
直接编配至营连，让营连具备了遂行一
般任务的独立卫勤保障能力，更加符合
战场需求和实战要求。”

讨论越来越热烈，方向越来越明
确。卫生排的管理、卫勤力量配备都成
了讨论议题，“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
力标准”成为连队官兵共同的认识。

记者连线党的十九大代表王雅楠所在第73集团军某旅卫生连党支部——

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
■本报记者 朱 达 特约记者 赖文湧 通讯员 陈 宁

本报惠州 10月 20日电 于航、

谢贵杨报道：今天上午，第 74 集团军
某旅训练场上，2营 4连“徐佳标班”7
名战士正利用训练间隙进行理论宣
讲，与战友们畅谈学习报告的体会和
感悟。
“作为英烈传人，在学用十九大

精神上必须先人一步，走在前列。”
十九大召开后，班长王飞飞召集全
班召开“诸葛亮会”，集中学习讨论
宣传十九大精神的有效措施，他们
自发成立十九大精神宣讲小分队，

将十九大报告相关知识要点归类整
理，形成简单易懂、具有兵味的宣讲
资料。

集中学习、训练间隙、饭后课余，
宣讲小分队的身影频繁亮相，备受官

兵欢迎。“‘徐佳标班’战士把十九大
精神用兵言兵语讲出来，生动活泼、
易懂易学，大家都很爱听。”说起“徐
佳标班”宣讲小分队，2营官兵个个赞
不绝口。

第74集团军某旅“徐佳标班”

理论骨干活跃宣讲一线

本报厦门10月20日电 周晓松、

张榕报道：今天上午，东部战区陆军某
旅“管理教育模范连”官兵围坐在连魂
石前，与驻地塔潭村党支部一行人一起
学习十九大精神。

据营党委书记黄惠钟介绍，该营
与地方签署了“村连共建”协议。十九
大开幕后，双方相约军营，共学报告领
会精神实质。
“一心跟着党，明天会更好！”村党

支部书记欧阳振强一边列举塔潭村近
年来发展新貌，一边就报告精神与大家

交流。随后，连长周浩结合他休假期间
赴京参观“建军 90周年主题展览”时拍
摄的图文、影视资料，讲述自己对十九
大报告的理解。

正当大家畅谈体会时，该村 71岁

的老党员欧阳英交打来电话，殷切嘱
咐道：“你们一定要听党话、跟党走，学
好用好十九大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老党员的嘱咐让官兵学习报告
的热情更加高涨。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管理教育模范连”

军地共学领悟大会精神

本报乌鲁木齐10月20日电 王学

恩、梁晨报道：今天上午，大漠旷野，新疆
军区“模范青年团”组织军事训练大比
武。团长汪保飞介绍说，学习党的十九
大精神，极大鼓舞了官兵的练兵热情。

训练场上，刚跑出自己五公里最好
成绩的 2营 4连下士梁博强激动地说：
“作为一名狙击步枪手，学习贯彻十九大
精神的最好方式就是练精射击技能，坚
守本职岗位立新功。”

演兵场处处是课堂。笔者看到，各驻

训营地悬挂着“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
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的红色条
幅。政治处主任王涛介绍说，各营连利用
训练间隙，见缝插针组织官兵学习十九大

精神，引导官兵在学以致用中深化效果。
演练中，官兵训练热情持续高涨，

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十九大精神化为
练兵动力，在训练场上不断创造佳绩。

新疆军区“模范青年团”

学习报告激发练兵动力

本报西安 10月 20日电 付震、
记者李建文报道：“5 年来，在党中
央、习主席的坚强领导下，人民军队
开启强军兴军新征程……”今天上
午，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神威
大队”官兵在俱乐部集合，学习讨论
党的十九大报告，畅谈感想和体会。
“我们要牢记习主席视察时提出

的要求，使之成为灵魂和血脉、标准
和追求、形象和品牌。”新型战机列
装仅 9个月，飞行员邢建文就驾机千
里飞赴塞北腹地，对“敌”目标实施

精准轰炸。他动情地说，“学习领会
十九大精神，最紧要的就是牢记领袖
嘱托，坚持真打实备，练就过硬打仗
本领，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保
证。”

学报告汇聚力量，赞成就砥砺前
行。“在党的旗帜下，我们茁壮成长；
在党的旗帜下，我们飞向前方……”
学习讨论后，官兵们唱起师歌，迅速
投入到火热的训练中。

空军航空兵某师“神威大队”

深化认识练就打仗本领

5个月前，我成为“红军炮兵连”

党支部书记，前任书记姜军帅带我

从建连开始梳理 87年连史，历数

毛主席抬山炮、赵章成三发炮弹挽

狂澜等战例。站在连队荣誉室，一

股英雄气在胸中激荡，我立志让连

队更红更过硬。

上任之初，新的考验便随之而

来。“脖子以下”调整改革中，连队人

员换血、编制重组，夺魁装备退出历

史，专业尖兵从头学起……少了熟

面孔，多了新专业，“红军炮兵连”的

光荣称号还能不能叫得响？

训练场上，“党支部示范班”“党

员模范炮”率先立起标杆；连队开会

时的集合哨从“干部骨干集合”变成

了“全体党员集合”；“诸葛亮会”上，

列兵敢和士官红脸，干部能向战士

请教，思想交锋不看官职大小，纯洁

党性在基层扎根。

“八一”军事日，连队负责快打快撤

课目演示，一场暴雨却将炮阵地淹没。

我带领党员抢先入水，炮长李真的脖子

被擦伤，他却浑然不觉继续下达口令，

任血水混着雨水汩汩而下……茫茫水

雾冲天而起久久不散，“红军炮兵连”的

连旗仍岿然如高地奇峰!

连队重组后，官兵成分新，为了传

承好红军连的精神，几个月来，连队原

有官兵为大家讲连史、悟英雄、析战

例，新成员把英雄当榜样，纷纷表示要

努力在连史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我们是光荣的红炮连，巍巍井

冈是摇篮，才送残阳渡赤水，又迎朝

霞到延安……”党的十九大报告标

定了新时代的历史定位，为我们指

明了奋进的方向。全连党员的名片

更加闪亮，官兵拼搏的劲头更足了，

大家决心让“红军炮兵连”的连旗在

新时代更加闪亮。

第80集团军某旅“红军炮兵连”

党支部书记 于开放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日

让红军连的连旗在新时代更加闪亮
南国金秋，深山营盘生机勃勃。走

进火箭军某基地座座军营，从党委机关
到基层部队，处处都是官兵学报告谈体
会的火热情景。

梦想激荡，初心不忘。党的十九
大召开后，这个基地迅速掀起学习热
潮，笃定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信
心信念，矢志为建设强大的火箭军部
队而努力。
“习主席在报告中指出，必须全面

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形势
下军事战略方针。”讨论中，该基地政
委张有祥率先发言，“当前最重要的政
治任务就是以党的十九大精神统一思
想，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官兵。”

党的十九大是一次迈进新时代、开
启新征程的大会，在党、国家和军队发
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不久
前从西北戈壁执行发射演练任务归来的
某旅副旅长李少刚感触颇深：“十九大
报告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指明方向，并提
出要发展新型作战力量。这次演练我们
发射的就是新型‘撒手锏’武器，准确
命中和彻底摧毁目标，这正是走中国特
色强军之路的一个生动例证。”

坚定信赖拥戴，对党绝对忠诚。
2015 年 1 月 21 日，习主席视察该基
地，特别强调“实战化训练是战斗力生
成重要途径”，深情嘱托“努力把基地
打造成为有效慑敌制敌的战略拳头”。

基地党委始终牢记习主席嘱托，
明辨笃行立起火箭军绝对忠诚的好样
子……两年多来，该基地一支支导弹
劲旅驰骋祖国大江南北，在战旗下书写
铁血荣光。

强军之路离不开实战化训练。对报
告中“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和保障力量，
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的内容，该基地
官兵体会尤为深刻。

展开该基地两年多来的“练兵图”，
处处烙下实战化演训的生动足迹。某旅
综合保障营勤务连普米族连长和琪在学
习报告中有关“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
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的
内容时，心情格外激动。这两年，他随
旅队参加了“9·3”胜利日阅兵、全军
某联合实兵演习、建军90周年阅兵，他
说，全旅官兵时时刻刻都在践行习主席
“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号令。

某旅通信营上士张桂凯在原部队常
被人羡慕：不仅在驻地买了房，而且爱

人在驻地有一份稳定工作，小家庭幸福
红火。可一纸命令，他卷着铺盖来到新
单位，投入到紧张的创业之中。爱人担
心：换了单位换了驻地，将来转业肯定
“吃大亏”；亲友不解：到了新单位一切
从零开始，之前的基础化作泡影。

联系学习十九大报告，张桂凯充满
自信地说，“习主席提出，组建退役军人
管理保障机构，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他坚
信：“眼前的困难是暂时的，改革的阵痛
很快会退去，军人的保障将会越来越好。”

强军之路需要强军人才支撑。围绕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人才强国战略，“八
一勋章”获得者、某旅技术营测控技
师、一级军士长王忠心动情地说：“虽
然我已经满 30年服役年限，但我今年
选择申请了超期服役，并且获得了组织
批准。我决心争分夺秒钻研新型导弹武
器装备，带出更多导弹技术骨干。”

近年来，该基地撇开“战场保
姆”、丢掉“技术拐棍”，瞄准独立发射
能力，走开了个性化定制、超常规培
养、大面积帮带人才培养路子，部队基
本具备独立指挥、独立操作、独立发
射、独立排故、独立保障能力。

该基地保障部领导告诉记者，前段
时间，基地调集发动 1200 余名技术骨
干，历时数月绘制出 5000 多张多型导
弹操作图纸，基本形成操作号手能按图
操作使用、技术骨干能用图指挥把关、
尖子专家能据图分析排故、部队能依图
组训考核的生动局面。

一流军队是练出来打出来的，强军
之路是走出来干出来的。“习主席擘画
了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宏伟蓝图，对
于火箭军来说，建设世界一流军种是新
时代的使命任务，把基地打造成为有效
慑敌制敌战略拳头是提升战略能力内在
必然要求。”十九大代表、该基地司令
员夏小平说。

岩层之下，战备升级只争朝夕；九
天之上，剑啸长空弹道有痕；龙宫深
处，密闭蛰伏挑战极限……

盛会召开后，该基地官兵迅速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
来，正以打仗心态、临战姿态、实战
状态，有力有序推进强军实践落细落
实、见底见效，以更加紧迫的使命感
精心铸剑潜心砺剑敢于亮剑，时刻保
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状态，在中国
特色强军之路上铿锵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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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十九大·心里话儿对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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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第78集团军某旅特战5连官兵在连队荣誉室利用手机学习软件学习十九大精神。 刘 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