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警广东总队珠海支队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焕发的政治热情转化为聚焦反恐使命、投

身练兵备战的精神动力。10月底，在武装长途奔袭中，中队

长魏晓强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将体力不支战友的背囊扛在肩

上，冲在队伍最前面。

李曌阳、文献摄影报道

我是党员看我的！

本报讯 姚琼、记者邵龙飞报
道：10月 29日晚，在海拔 4000多米的
雪域高原，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研究
院某项目连夜进行正样测试。“接续时
延××秒，话音质量良好……”测试
结果显示，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尹浩领
衔的“党员科研创新团队”，再次取得
关键国防领域的新突破。

该项目立项伊始，面临着关键技
术总体方案无经验可循的困难。为打
破开局进展缓慢的窘境，尹院士亲自
挂帅，带领项目组从无到有、逐个分
系统、一章一节地拟制工程标准。数
百个日日夜夜，他带领大家一起攻
坚，夙兴夜寐地讨论修改，为系统研
制方案立起了四梁八柱，确保了顶层
设计科学先进。

涉及核心技术的军事科研攻关，

道路之崎岖往往超出预想。前不久，
在某项技术测试中，多项参数在反复
调试后仍达不到设计指标。是退而求
其次，还是改道另寻出路？大家认真
研读十九大报告，“突出关键共性技
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
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论述引起了大家
共鸣。

项目组在尹院士的带领下，成立
由“党员科研创新团队”为核心的突
击力量，迎难而上，就该项技术重新
演算，充分把握余量，测算出关键参
数与非关键参数，严抠关键指标提
升，非关键指标也在接续推进中有效
补强，不仅及时赶回了科研进度，还
连带解决了后续多个难关。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该研究院党委针对科研项目负责人

和主要完成人均为党员这一特点，
在抓好十九大报告体系化学习、专
题化研究、普及化宣传的同时，明
确要求每名党员骨干都要在科研攻
关中挑大梁、打头阵，充分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带动团队围绕重要创
新领域、重点突破方向、重大工程
建设和重大课题项目等开展科研攻
关，不断擦亮党员名片的先锋底色。

记者在该研究院采访时看到，从
实验室到试验场，从高山海岛到雪域
高原，尤其在高危环境和岗位上，处
处涌动着党员骨干带头冲锋的身影，
全院上下学十九大精神、立足本职岗
位建功的热情十分高涨。目前，该院
承担的 2000 多项科研课题稳步推进，
100多项科研成果顺利通过验收，一批
高技术装备定型配发部队。

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研究院用十九大报告激励党员群体大胆创新

海拔4000米，党员骨干攻关创新忙

本报讯 刘汉宝、特约记者田旭
辉报道：“咱们站今年考核拿了第二
名，比去年提升了 9 个名次！”11 月
初，党的十九大代表、北部战区空军
某雷达站四级军士长魏国勇宣讲归
来，就听到了这一令人振奋的好消
息。指导员张国光介绍说，他们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更加注重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员群体已
经成为连队练兵备战的主心骨。

张指导员告诉记者，雷达站老兵
多，干部与士官在年龄、党龄、组训
能力等方面“倒挂”现象突出，如何
更加科学有效组织训练是该站党支部
一直思考的问题。在学习讨论十九大
报告时，习主席关于“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的论述，让他们产生了一
个新的工作思路：“以魏国勇为代表的
一批先进党员个个身怀绝技，以魏国
勇为例，当兵 15年处理 10万余批次空
情无一差错，何不将他们请到台前担
纲主力，推动连队建设全面过硬？”

说干就干！他们区分专业岗位，
在全站范围内摸底考核，精心遴选出
包括魏国勇在内的 5名党员训练尖子
和业务骨干成立“智囊团”，担起组训
施训、业务带教、装备抢修等重任。
此举一出，干部有了“好帮手”，士官
骨干成了“主人翁”，激活了练兵场上
的一池春水。

这两天，听说站里的骨干操纵员丁
武和汤帅正在修订《雷达操纵手册》《雷

达识别判定目标方法》，忙着巡回宣讲
十九大精神的魏国勇专程打回电话叮
嘱：“一定要紧盯实战需要紧贴需求！”
雷达站站长王涛说，修订后的小册子语
言简洁更容易理解领会、对异常空情的
研判更加准确高效、战备值班经验分析
更加务实管用，全站实战化训练水平大
大提升。

如今，在党员群体的示范感召
下，全站官兵按照习主席“更加注重
聚焦实战”的要求大抓实战化训练，
空情保障水平大幅提升。前几天，某
型主战雷达装备突发故障，训练骨
干、士官党员李林刚主动请缨，连续
奋战 5个小时排除故障，确保了空情
保障质量。

北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练兵备战，党员“智囊团”成为主心骨

新闻观察哨

冯 骥绘

“老李，别太拼啊，小心累坏身
子骨！”这天上午，我正猫在机舱
里，摸索着新配发登陆艇的机电系
统，战友小杨笑着提醒我。

我在洞庭湖上当兵 28年。眼看再
过几年就可退休上岸，不时也有战友
出于善意半打趣半认真地提醒我：四
十好几的人了，身体这点本钱得攒着
花，靠着几十年的经验“啃老本”也
能对付，研究新装备谋划打仗的事交
给年轻人，没有必要事事都冲在最前
面。

说心里话，我也不是没想过这
些问题。在洞庭湖上操舟行船的这
些年，亲历过上百次救援任务，参
加各类比武竞赛数十次，家里各类
奖章证书一大摞，中队荣誉室满墙
的锦旗里也有我的贡献，可以说该
付出的我都付出了，该得的荣誉我
也有了。由于常年在洞庭湖上与水
打交道，落下了一身病痛，血吸虫
病、风湿性关节炎等职业病一个也
不少。这样想一想，似乎是可以过
两年舒服日子了。

正当我琢磨着歇歇脚的事，上月
底的党小组会给了我一剂清醒剂。那
次党小组组织学习十九大报告，“确
保到二○二○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
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习主席
列出的时间表，让大家都有了紧迫
感。面对剩下的掐指可数的军旅时
光，学习讨论环节，有几名兵龄较长
的老党员士官表态：党龄越长责任越
大，兵龄越长经验越足，更需铆着劲
儿干！听着这些提气的话，回想起自
己的“小九九”，我顿时惭愧得不得
了，下定决心不躺在功劳簿上。

抱着应付的心态对付着干活不是
一名老党员应有的状态。摆脱个人
“小算盘”，我顿觉干劲十足。十九大
报告提出“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更加充实”，作为军人，我们
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营造安宁环境，为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作贡献。
“奋蹄”在新时代的春风里，我

越干越来劲、越干越有感觉。这些
天，向我请教船艇专业知识的战友
越来越多，我在心里暗暗为他们这
种时不我待的精神点赞，并利用休
息时间把自己压箱底的学习笔记都
翻出来，好好地梳理了几遍，还经
常电话请教退伍的老战友和地方海
事局业务骨干。除了请求大队多安
排自己担负巡逻任务，我还带着战

友们在艇上开展实操作业，在岸上
开展装备维修维护作业，尽可能把
自己的经验转化为战友们在面对任
务时的胜算。

（本报特约记者 熊湘平整理）

党龄越长越需“奋蹄”
■武警湖南省总队岳阳市支队船艇大队一级警士长 李寿武

“车辆故障无法排除，请求支援。”10月
26日，中国第十六批赴黎巴嫩维和分队一台
吊车从“蓝线”执行任务归来途中抛锚，驾驶
员通过电台向营区请求“潘师傅”的支援。
“潘师傅”是谁？他叫潘小升，是分队中

唯一的二级军士长，也是分队里党龄、军龄
最长的兵。作为一名老士官、老党员，在整
个建筑工兵分队，上至分队长，下到普通一
兵，人人都喊他“潘师傅”。这不，得知情况
后，“潘师傅”二话没说，带队前往事发地
域。上机舱、钻车底，很快就找到问题根源，
顺利将故障排除。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潘小升自告奋勇成
为维和分队的宣讲员。通过“潘师傅”的讲
解，“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建成世界一流
军队”“打铁必须自身硬”等很快就成为维和
营地的热词，就连前来联谊的外军官兵都受
其影响，对党的十九大产生浓厚兴趣。
“潘师傅”宣讲报告，大家普遍表示爱

听、解渴，更令人信服。每次装备维修，他都
主动承担最辛苦最困难的部分，休息的时候
仍不忘和战友们唠唠十九大精神，以此激发
大家的工作热情。

连日来，他带领修理班战友一个零件一
个零件分类、一个货架一个货架摆放，清理归
类各型零配件和物资器材10万余件（套），受
到了联合国官员的肯定。

“潘师傅”宣讲走红维和营
■蒙卓霖 周洪宇

小咖秀

前不久召开连务会，讨论满服

役期老兵退伍后的新班长人选。谁

知在被看好的候选人中，个别老同

志直接表示不想当班长。更令人没

想到的是，一名党员骨干也趁机提

出了“让贤”的想法。

曾经多少人因为当上了班长而

倍感骄傲，更有人为了能够当上班

长而付出百倍努力。可这一次，为

何平时训练成绩突出、素质过硬的

老兵和党员打起了“退堂鼓”？

事后谈心，有人坦言当班长

压力太大，班里有人不小心“冒了

泡”，自己还要连带担责任；有人

认为当班长太累，工资也高不了

多少，不值得那么操劳；还有人觉

得自己已经有家有室又有娃了，

没有那么多精力再去给战士“当

爹又当妈”。

深入解剖原因，最主要的还是

大家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奋斗了那么

多年，如今立功、受奖、入党的军旅

“小目标”都已经实现，眼瞅着再过

一两年就要退伍了，也该歇歇脚、享

享福了……

诚然，基层连队训练苦、任务

重，班长岗位事情多、压力大，有时

难免“吃力不讨好”。可正如习主席

强调，“入党誓词字数不多，记住并

不难，难的是终身坚守”，党员的作

用不仅仅体现在关键时刻挺身而

出，更体现在始终如一的平凡坚守

上。作为深受连队信任器重的党员

骨干，怎能因为个人的“小目标”已

经达成，就甘当“孙连城式”的庸人

懒人了呢？

“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

危险。”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谆谆告诫全体党员。冲锋在强军的

新征程上，作为一名党员，每当我们

想停下来歇一歇，甚至要放弃的时

候，不妨问问自己：入党的初心在不

在？身上的党味浓不浓？只有自觉

克服和防止精神懈怠的危险，方能

在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征途上

“不待扬鞭自奋蹄”。

如今，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已

经铺就——“到二〇二〇年基本

实现现代化”“到二〇三五年基本

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

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

一流军队”……翻开日历，计算着

一个个近在眼前的时间节点，望

着一个个触手可及的宏伟目标，

每名党员在深感幸运的同时，更

要加倍努力，时刻牢记党员身份，

保持党员标准，为伟大事业、伟大

梦想而奋斗！

党员标准一天不容懈怠
■李佳豪 于 航

士兵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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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十九大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
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习主席在作党的十九大作报告时，向全党同志发出伟大号召：我们要不负
人民重托、无愧历史选择，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以党的坚
强领导和顽强奋斗，激励全体中华儿女不断奋进，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
礴力量！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绝不是轻轻松松、敲

锣打鼓就能实现的，需要每一名党员充分发扬敢啃硬骨头、敢涉险滩的意志品质，
带领广大群众撸起袖子加油干，通过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让宏伟目标
变成现实。本期策划聚焦基层一线党员骨干，反映他们以实际行动学习贯彻十九
大精神，着眼使命立足岗位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的生动风采。敬请关注！

——编者按

一句话点评：身在异国心系党，党龄越

长越模范。学习宣讲站前列，维和营里传精

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