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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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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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桂飘香，赣鄱大地处处沉浸在一
派红色喜庆氛围之中。

走进武警江西省总队营区，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分列两侧的巨幅展板，
“维护权威、维护核心、维护和贯彻
军委主席负责制”十几个金黄色大字
格外鲜亮。
“军魂融入灵魂，军旗跟着党旗。”

总队政治工作部主任张力强介绍说，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喜讯传来，广大官
兵群情振奋、备受鼓舞，总队党委第一
时间开展“点赞十九大、红心永向党”主
题实践活动，围绕“坚持党对一切工作
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等课题，
组织学习讨论，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古老的枫树坪，斑驳的红双井……
10 月 19 日上午，三湾改编纪念馆游人
如织。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缓

步瞻仰三湾烈士陵园后，武警永新县中
队官兵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在红
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旧址前，官兵簇
拥在指导员刘锦武身旁，听他讲述三湾
改编的前前后后。
“‘支部建在连上’为人民军队的建

设发展植入了‘根’与‘魂’。”刘锦武说，
“习主席指出，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
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我们驻守
在革命圣地，更要自觉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重任，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
旨、本色。”
“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翻身做主

人！”坐在电视机前，99岁高龄的老红军
王立桂激动不已。这位从枪林弹雨中
走来的老兵，1932 年加入儿童团，参加
第五次反“围剿”时，与敌人浴血奋战，
身负重伤。

听说武警赣州市支队官兵要来家
中陪他一起听报告，王立桂特意换上一
身笔挺的中山装。拉着官兵的手，他
反复叮咛：“我们这支军队是党缔造和
领导的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坚
定地站在党的旗帜下，你们作为新时代
革命军人，必须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党
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在军旗升起
的地方，武警南昌市支队担负城市武
装巡逻任务的执勤官兵，利用执勤间
隙来到八一广场，通过车载电视和手

机网络，学习大会精神，交流心得体
会。中队长熊越对报告中提出的“凡
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
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
坚决纠正”深有体会，他说：“这几年，
部队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
忍，选人用人风气明显好转，不管是干
部晋升还是战士考学提干，都全程在
阳光下操作，机关没递一张条子，没留
一个‘机动指标’。”

阴雨绵绵，给红土地带来几分凉
意。天刚蒙蒙亮，武警江西省总队一
支队便齐装满员奔赴赣北某地展开演
练。训练间隙，26 名胸前佩戴党徽的
理论骨干相约来到宿营点，与官兵一
起盘膝而坐、热烈讨论，话题紧扣十九
大报告中的新思想、新论断、新提法、
新举措。

记者看到，野营帐篷内，官兵们齐
声高唱《人民军队忠于党》，驻训场上涌
动着一股股暖流。
“事实是最生动的教材，实践是最

有力的证明。”支队领导说，十九大报告
振奋人心、鼓舞士气，这几年支队扎实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大力纠治基层“微腐败”，党组织的
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增强，部
队面貌焕然一新。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
荡荡。10月 20日，记者赶到武警玉山县
中队采访，看到官兵们正围坐在一棵大
树下畅谈心得体会。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

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习主席
的重要论述，寄托着党对青年一代的关
怀和信任，是青年官兵成长进步的行动
指南，请大家结合自身实际谈谈看法！”
指导员程晋话音刚落，大学生士兵顾恒
便举手发言：“以前，有人指责我们 90后
是‘垮掉的一代’，实践证明，我们不仅
敢于有梦，而且勇于追梦、勤于圆梦。
作为武警战士，我们要始终牢记领袖嘱
托，争做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
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担当起党和人民
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铁心跟党走，绝对听指挥。讨论
结束后，下士徐建辉在笔记本上工整
地写下一行感言：“强军兴军新征程已
经开启，我们的前途和未来一定更加
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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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0月22日电 王继东、
记者邵龙飞报道：10月 21日，正在全
力备战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第 42次
国际联试的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分
析化学实验室，采取“嵌入式”学习
方式，组织科研人员学习十九大精
神。

实验室主任刘石磊介绍，十九大开
幕后，该室党支部针对备战国际联试期
间工作紧张、人员难于集中的实际，通
过明确学习重点、制订学习计划，将学
习内容分散嵌入到科研备战全过程；考
虑到科研人员学历层次高、领悟能力强
等特点，他们分批组织科研人员结合各
自岗位实际谈认识，在互动交流中深化
学习理解、凝聚思想共识。

“‘嵌入式’学习既保证官兵能第
一时间学习十九大精神，同时又不耽误
科研备战。”走出实验室，来到荣誉

室，青年科研人员吴姬娜加入小组学习
讨论。在集体一等功的奖状前，吴姬娜
激动地说：“实验室直通国际考场，青
春与祖国紧紧相连。我要以时不我待的
劲头，为强军兴军作出新的贡献！”

记者了解到，该室科研人员矢志创
新，首创的多项先进实验操作方法成为
通用标准。

左上图：军事科学院某部组织官兵

学习十九大精神。

邵龙飞摄

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分析化学实验室

“嵌入式”学习引导不断深入

本报宁波10月22日电 贾磊、记
者刘亚迅报道：10月 21日下午，东海舰
队某旅参谋部参谋王建刚手机“叮咚”一
响。打开一看，原来是部里“十九大精神
交流群”里，政治协理员、“群主”丁浩东
又发来一条《十九大报告中的强军关键
词》微信链接。没多久，其他“群成员”纷
纷“跟帖”，交流心得。

该旅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黄伟介绍
说，十九大报告涵盖面广、内容翔实，有很
多新思想、新论断、新提法、新举措，如果
单靠各个单位、个人自行组织学习，进度
较慢不说，学习效果还会打折扣。借助近
年来流行的“共享单车”“共享图书”等共
享理念，旅党委积极推开了“机关领学基
层跟、一人经验大家分”的“共享式”学习
模式，着力提高学习效果，推动全员领悟。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发展新型作

战力量和保障力量，开展实战化军事训
练，加强军事力量运用。作为新型作战
力量，我们一定要练好练强本领，积极

投身新时代的强军实践！”警勤连指导
员郑铂龙给官兵们讲解完十九大精神
后，又受邀到汽车连进行宣讲。

据悉，除了利用手机平台实时交流
外，他们还组织各单位正副书记进行交
叉宣讲，并通过开展讨论辨析、分享心
得体会等形式，进一步让官兵共享学习
感悟，提升学习效果。

左上图：海军东海舰队某旅某营一

连官兵开展“我对十九大说说心里话”活

动，共享学习十九大精神的心得体会。

贾 磊摄

海军东海舰队某旅

“共享式”学习推动全员领悟

本报昆明 10月 22日电 记者马
飞、通讯员胥春龙报道：“我认为组建
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是国家为解决
军人后顾之忧、在顶层设计上的一大突
破。”10 月 21 日晚，第 75 集团军某旅
中士程乐庆执勤回营后，立刻点开旅政
工网，登录“战神网校”签到补课，并

加入在线讨论。
这是该旅积极搭建线上平台，把线

下统学与线上自学有机结合，确保十九
大精神传达覆盖全员的一个生动做法。

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王正付介绍，
旅调整组建后，部队高度分散，人员难
集中、教育力量分布不均。十九大召开
后，他们依托旅政工网，搭建集学习、
讨论、监督、共享等功能于一体的“战
神网校”，开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专栏，掀起学习热潮。

点开“战神网校”，记者看到“盛

会热词解析”“谈变化、议盛会”等论
坛的跟帖数高居榜首。为方便官兵补
课，网校实时更新学习讨论内容，“学
习区”开设的专题辅导、专家解读等模
块提供大量学习资料，此外网校还有签
到打卡、任务提示、过关升级等功能，
官兵学习动态一目了然。

左上图：第75集团军某旅新兵二营

七连组织官兵在旅政工网上，及时跟进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高龙俊摄

第75集团军某旅

“战神网校”掀起学习热潮

党员大会气氛热烈，演兵场上战味
十足。

10 月 21 日中午，刚刚参加完解放
军代表团小组讨论的朱红军代表，立即
连线他所在的党支部，远程参加连队支
部党员大会。

此刻，地处深山的某演兵场，火箭
军某旅发射 4营发射连 19名党员正在
帐篷内召开支部党员大会。
“习主席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

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

我感到，我们还存在标准弱化问题，这
与党支部建设有很大关系。”朱红军在
视频中坦言。

围绕党支部在战斗力建设中的作
用发挥问题，党员们纷纷发表自己的学
习感悟。

党支部副书记、连长靳新刚带头反
思：“‘导弹听我话，我听党的话’，作为
导弹发射连，我们必须把连队党支部的
带兵打仗能力，放在‘把对党忠诚、为党
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
治担当’的高度来考量。”
“连队党支部必须担当起带领官

兵提升打赢能力的使命任务。”朱红军
所在党小组组长刘海洋接过话茬。长
期铆在训练一线的刘海洋，曾 10 余次

参加实弹发射等大项任务。他边思考
边说道：“作为一线战斗堡垒，连队党
支部在战斗力建设中要坚持问题导
向，及时补齐短板弱项，确保打一仗进
一步。”

未来战争，信息先行。在连队第 3
季度专业技能考核中，中士肖万亮拔得
头筹。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电路图，进
行现场说法：“我当兵才 5年多，就经历
两次武器装备信息化升级。我建议，连
队党支部要带领官兵加强信息化知识
学习，不断更新知识结构，解决好能力
不足的问题。”

问题牵引，意犹未尽。突然，帐篷
外响起紧急拉动的哨音，党员们如离弦
之箭，奔向各自战位。

记者连线党的十九大代表朱红军所在火箭军某旅发射4营发射连党支部——

坚强党支部战斗堡垒
■本报特约记者 杨永刚 冯金源 通讯员 董志文

不久前的国庆节，我站在香港赤

柱半岛上，亲眼目睹了悬挂着五星红

旗和紫荆花区旗的直升机从头顶飞

过。那一刻，官兵的欢呼声震天动地，

我内心更是感慨万分。

20年前，直播香港回归的电视画

面记忆犹新；20年后，我已身处这片令

人神往的土地。

最近这5年，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

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也从一名边防排长

成长为一名红军连队的指导员。记得

报到当天，连长组织呼点“17勇士”名

单，那一声声震撼人心的答“到”声，让

我仿佛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2015年，驻军“香江卫士－2015”

演习前3个小时，连队十班长吴建飞被

开水烫伤双下肢面积达16%。可作为

榴弹班主射手，他硬是凭借惊人的毅

力，在赶往医院的路上，及时将射击参

数报告给了代理射手李志良。炮响靶

落，发发命中。现场参观的上百名香

港市民起立鼓掌欢呼，第二天港内各

大媒体给予演习高度评价。

驻军组织首次“挂金牌、当标兵”

活动时，连队官兵人人递交请战书。

大学生士兵郑勇说：“‘大渡河连’的兵

是勇士的传人，不敢当先锋打头阵，就

不配做英雄连队的兵！”

这句话，说到了我的心坎里。革命

烈士用鲜血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我

们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更应当履行好职

责使命。最终，我们连队一举夺得8枚

金牌，位列所有建制连队之首。

驻港几年来，最让我感到幸福的

还是与香港市民的友谊更深了，香港

市民对驻军的认可度更高了。今年春

节，香港雷公田村的村民准备了最具

特色的盆菜宴，邀请驻军官兵一同话

家常；每逢七一、十一，驻军都会邀请

香港市民到军营参加升国旗仪式；香

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从最初报名的百

余人到今年的500余人，结业时不少学

员舍不得离开，一个劲儿地抱着班长

哭……驻军和驻地百姓的鱼水情在这

片土地上开花结果。

从大渡河到香江，红心依旧。在

党的十九大召开之时，“大渡河连勇士

杯”军事量化评比考核正同步展开，我

们全体官兵承诺，一定传承英雄连队

精神，坚决履行好防务，成为维护香港

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

驻香港部队某旅“大渡河连”

党支部书记 裴红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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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渡河到香江，红心依旧

寄语十九大·心里话儿对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