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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本报福州7月11日电 今年第 8号
台风“玛莉亚”于 11日 9时 10分在福建
连江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
力 14级。受台风影响，福建东部地区、
浙江沿海地区暴雨如注，多地发生海水
倒灌、漫堤、房屋受损等险情。驻地解放
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紧
急投入抢险一线，全力开展抗击台风工
作。

经与地方政府部门对接，陆军第 73
集团军某合成旅兵分两路赶赴福州市罗
源、连江两县。机动过程中，该旅调集冲
锋舟、救生衣和潜水装具等救援器材百
余件送至预定地域。部分官兵紧急赶赴
罗源县第一中学，协助清理被台风刮倒
的树木和路上的障碍物；部分官兵深入
乡镇，完成道路抢通任务，帮助群众恢复
公共场所秩序。战区陆军直属某海防旅
成立 2个应急分队，出动冲锋舟 6艘和车
辆 30余台，全力抗台救灾。

11日 10时，台风导致连江县安凯乡

青屿海堤出现决口，连江县人武部领导
带领民兵应急连 50名民兵，冒着狂风暴
雨紧急赶赴受灾地域，与当地政府人员
一同加固海堤。罗源县人武部迅速集结
135名应急分队队员，安全转移 375名受
困群众。

接到抗台风命令后，武警福建总队
官兵第一时间赶赴平潭综合实验区、罗
源县、福安市、福鼎市、霞浦县等地担负
机动备勤任务。截至 16时，总队已先后
派出 300 余名官兵赶赴受灾乡镇，执行
转移疏散居民、装填防汛沙袋、抢修加固
海堤等任务。

浙江省军区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出
动近千名官兵和民兵在温州、台州等地
开展抗击台风工作。11日凌晨 5时，苍
南县龙港镇舥艚社区出现大面积洪水内
涝，人武部组织民兵紧急转移安置受灾
群众 100 余人，并组织民兵应急分队救
援无法靠岸的 14艘福建籍采沙船，成功
转移 77名被困船员。8时 40分许，玉环

市芦蒲镇分水码头附近 120多米海堤发
生海水倒灌，人武部紧急出动 60多名民
兵赶赴现场，装填泥土、扛沙包、堵决口，
经过 3个小时奋战，险情得到处置。9时
20 分，平阳县麻步段堤坝告急，人武部
紧急派出 100余名民兵驰援麻步堤坝加
固。经过 2个多小时奋战，装填搬运沙
袋 1000余个，新铺设防浪布 100余米，使
险情得到控制。

截至发稿时，东部战区陆军驻闽驻
浙部队数千名官兵、福建省军区 2600名
官兵和民兵、浙江省军区上千名官兵和
民兵，以及武警福建总队官兵仍奋战在
抢险救灾一线。
（综合本报记者代峰、余金虎，特约

记者肖芳菲、赖桥泉、黄旭，通讯员田栋、
吴海云、张榕、胡山、李怀坤、宋芳龙、徐

文涛来稿）
上图：7月11日，陆军第73集团军

党员突击队官兵在台风受灾地区疏通道

路。 何 生摄

闽浙军民合力抗击台风“玛莉亚”

本报成都7月11日电 7 月 10 日
20 时起，四川绵阳再次连降大暴雨，最
大降雨量达 561.3毫米，涪江发生超过警
戒水位的特大洪水，造成 5个县市区 62
个乡镇数万人受灾。持续的强降雨还造
成成都、德阳、遂宁、阿坝等地发生洪涝
灾害，多个乡镇出现公路、农田、房屋被
淹，多地受灾群众急需转移。

灾情就是命令，绵阳军分区迅速启
动应急预案，紧急出动民兵 967 人奔赴
一线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加固河
堤、清理滑坡，快速开展救援。绵阳军分
区组织民兵火速增援丰谷镇，救出被围
困在河道沙场的 12名群众。武警绵阳
支队官兵携带 2艘冲锋舟紧急赶往三台
县刘营镇一沙厂，营救被洪水围困的 10
余名工人。被救出的工人老王告诉记
者，洪水上涨得很快，幸亏官兵及时赶
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当日，成都警备区紧急组织金堂县
人武部和民兵综合应急营 400余名官兵
和民兵，快速投入抗洪抢险第一线。在

金堂县三星镇幸福村白鹭岛，150 余名
村民被洪水围困，民兵综合应急营党员
突击队携带 3艘冲锋舟登岛救援，成功
转移群众。

18时许，金堂县洪水不断上涨。此
时城区受灾群众大部分已转移，为确认
没有遗漏的被困群众，武警官兵分成 6
个小组对居民区再次进行搜索。当搜索
到一幢 6层居民楼时，官兵突然听到呼
救的声音，两名住在高层的老人被困。
冲锋舟靠近不了，排长张纪磊带领 3名
官兵立即下到齐腰深的洪水中，将两名
老人背上冲锋舟。

11日凌晨 5时，武警德阳支队迅速
赶赴旌阳区双东镇龙凤村，转移 300 多
名被困群众。记者在现场看到，强降雨
造成村子内涝严重，积水最深处已接近
两米。救援官兵排成一路，确定安全的
转移路线，重点帮助老人和儿童，结队分
批护送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经过 4个
多小时的救援，被困群众全部转移到安
全地带。

受强降雨影响，阿坝州若尔盖、红
原、阿坝 3县多地草场被淹，群众住房进
水，武警阿坝支队官兵第一时间赶赴现
场救援。由于热曲河河水上涨，官兵无
法到达堤坝，指挥部利用挖掘机将他们
分批运送到堤坝上，并就地取石、装填沙
袋，对堤坝进行加高加固，险情得到初步
控制。受河流涨水影响，红光村堤坝再
次出现险情，官兵冒着大雨，连夜加固受
损堤坝。经过 10小时的全力抢险，到 11
日凌晨，160米受损堤坝基本修复，险情
得以缓解。

截至记者发稿时，四川省军区、武警
四川总队和民兵预备役部队已出动
3300 多人，转移群众 6500 余人，加固堤
坝 1300余米，搬运沙袋 1万多个，转移物
资50余吨。
（综合特约记者姜永安，通讯员刘小

琼、冯超、范福乐来稿）
上图：7月11日，武警德阳支队官

兵在洪涝灾害地区展开救援。

王新康摄

四川多地连降暴雨，涪江发生特大洪水

官兵紧急驰援解救受灾群众

陆军近日组织战役首长机关“五

会”集训，不少做法令人耳目一新：从陆

军首长机关到战区陆军、集团军首长机

关全程参训作业，军以上指挥员全部参

训，5个战区陆军司令员亲自备课授

课，集团军军长是重点考核对象……整

个集训树立了练兵先练官、强军先强将

的鲜明导向。

存亡之道，命在于将。战争前台

是“硅片”“钢片”的较量，背后则是指

挥能力的比拼。习主席指出，军队能

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胜仗，指挥是一个

决定性因素。与“小米加步枪”的年代

不同，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

一体化联合作战成为基本作战形式。

这对作战指挥的战略性、联合性、时效

性、专业性、精确性提出了较高要求，

指挥员指挥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甚至

决定战争胜负。正所谓：“将不精微，

则三军失其机；将不常戒，则三军失其

备；将不强力，则三军失其职。”

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重要

原因是拥有一大批敢于受命出征、能

够决胜疆场的指挥员。1947年底，陈

毅在总结华东作战情况时曾说：“我们

比战术是比不上人家的，如操场动作，

内务管理，战斗动作等。我们愈往下

比愈差，但愈往上比则愈强。如旅以

上战役组织比人家强，纵队更强，野战

司令部又更强，到统帅部的战略指导

更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然而，今天

个别指挥员“两个能力不够”“五个不

会”的短板依然存在。如果不尽快提

高指挥员领兵打仗的能力，就有可能

重蹈“一将无能，累死三军”的覆辙。

刘伯承元帅曾指出：“军官的培

养，是最艰巨的战争准备。”练兵先练

官，就是因为联合作战指挥人员的培

养周期越来越长、难度越来越大，既

不可能靠学历包装、靠短期速成培

养，也不能用指导部队训练代替自身

训练。另一方面，各级指挥员在什么

方面带头，本身就是一种风向标和感

召力。率军者披坚执锐，执戈者方能

战不旋踵。指挥员把练兵备战作为

主责主业，官兵自然会将眼睛盯着战

场。

未闻鼙鼓，先育良将。各级指挥

员应强化胜战之忧，经常问问自己

“带出的部队能不能上战场”“上了战

场敢不敢亮剑”“剑锋所指能不能应

对强敌”，下决心对各种和平积弊挖

根见底，切实回归当兵打仗、带兵打

仗、练兵打仗的本真本位；应扛起胜

战之责，努力从办公室、会议室走出

来，走进指挥所、走向演训场，真想打

仗的事情、真谋打仗的问题、真抓打

仗的准备、真追打仗的责任；应锻造

胜战之能，集中精力研究军事、研究

战争、研究打仗，着力提高战略素养、

联合素养、指挥素养、科技素养，带头

在重大军事斗争实践、重大军事演训

活动中磨砺自己，把打仗本领搞过

硬，努力以作战指挥的“资格证”换取

领兵打仗的“上岗证”。

练兵先练官 强军先强将
■石 堃

（上接第一版）

钢铁堡垒的战斗力

从哪里来
——始终坚持严格的组

织生活制度，才能永葆生机

活力

指导员王玉光永远不会忘记，自己
到“红一连”任职不久参加的一次组织
生活会。

2015年 2月，王玉光被上级任命为
“红一连”指导员。当时，“红一连”有 29
名党员正在国外执行维和任务，连里剩
下的大部分是新兵，班长全是刚转士官
的下士。当年 5月，副连长范海涛、排
长杨俊锰参加比武集训，司务长杨振清
休假，连队就剩下两名支委。

由于骨干任职时间、兵员服役时间
都很短，连队训练成绩一度不理想。王
玉光心里很着急。那段时间，虽然天气
炎热，但王玉光坚持带着全连加班加点
训练，有时夜间实弹射击练到凌晨时分。

一天晚上，营里组织夜间实弹射击
模拟考核，连队及格率较低。考核归来，
王玉光越想心里越急。这天夜里，他连
续拉了3次紧急集合。

第二天上午，两名老党员找到王玉
光说：连队支委在位少，建议开个党员
大会。
“主官的情绪就是连队的情绪，王玉

光同志在工作中表现过于急躁，挫伤了大
家的积极性。”党员大会上，老党员陈春雷
首先发言。接下来，几名党员依次发言批
评王玉光。虽然被批得脸上有些挂不住，
但王玉光听出了大家一心为连队的真诚，
诚恳地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建议。

几个月后，连队训练水平逐渐提
高，自信与笑容又回到官兵脸上。
“在‘红一连’，党员的问题群众敢

讲，支委的问题党员敢点，书记的问题
支委敢批。”一连所在旅政委段杰辉告
诉记者，严肃认真的组织生活雷打不
动，正是“红一连”党支部的最大优势，
也是“红一连”党支部充满生机和活力
的法宝。

2016年 2月，五班班长杨意在一次
对抗比武考核中右脚踝骨折。治疗出
院后，杨意回到连队静卧养伤。一次，
杨意所在党小组开会，考虑到他的身体
情况，大家没有通知他参会。
“咚咚咚……”一阵敲门声打断了

会议。门打开，杨意一手拄着拐杖，一
手拿着一份思想汇报站在门外。
“你们开会不叫我，难道我不是党

员吗？”杨意有些生气地问。党小组长
陈林生连忙向他解释：“大家考虑到你
有伤在身，行动不便，都同意你可以不
参加今天的党小组会。”

党小组会上，大家一致提议：以后
到杨意的病床前开党小组会，直到杨意
彻底康复。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

量倍增。”严格组织生活，让“红一连”把
党组织的组织优势、组织功能、组织力
量充分发挥出来。一名外国电视台记
者在采访“红一连”后发出感慨：中国军
队的基层连队，有一个叫做“党支部”的
组织，在发挥着神奇的作用。

危险面前为什么能

挺身而出
——只有被评为优秀党

员，才有冲锋在前的“特权”

2016年 9月的一天，“红一连”接到
紧急通知，驻地连日降雨发生山洪。连
队立即挑选 20名党员前往救援。救援
现场有一处房屋被洪水围困，摇摇欲
坠，里边还有人。
“党员突击队，跟我上！”听到指导

员王玉光一声号令，排长胡贯蕾自告奋
勇站起来，可指导员王玉光却一把拦住
他说：“任务很危险，优秀党员才能上，
是连里的老规矩！”

看着 6名党员冲锋远去的身影，在
大学期间就已入党的胡贯蕾呆呆地伫
立在雨中，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评上优
秀共产党员！
“红一连”每月评选 6名优秀共产

党员，是一个延续了几十年的老传统。
1927年，毛主席亲自在“红一连”发展 6
名党员，并建立全军第一个连队党支
部。党员们都知道，什么时候被评为优
秀共产党员，什么时候才有冲锋在前的
“特权”。

之后的一次组织生活会上，胡贯蕾
精心准备，侃侃而谈。然而，中士赵耀
批评他：“虽然你的训练基础好，但很少
身体力行率先垂范。”9月底评选优秀共
产党员，胡贯蕾无缘入围。

接下来的日子，胡贯蕾在训练中表
现得更加刻苦，期待着自己的努力得到
认可。然而，一次对照检查会上，上士朱
连杰提醒他：“你只是表面上积极，背后
常叫苦叫累，说明你思想上还不过关。”

10月底，胡贯蕾第二次与优秀党员
擦肩而过。两次落选，让胡贯蕾明白了
一个道理：在“红一连”，党员不仅要提
高能力，更要提纯思想。

从那以后，胡贯蕾沉下心来，不仅
认真工作训练，每次党团时间都主动剖
析党性，和大家一起学强军思想、干强
军事业、当强军标兵。11月底，他终于
如愿以偿，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一名党员一面旗，一个支委一根
梁。胡贯蕾告诉记者，在“红一连”，每名
支委都能熟练操作 3种以上连属武器，

手持两个以上专业的等级证书，军事训
练成绩在全旅名列前茅……去年 9月，
在旅里组织的首届“军魂杯”比赛中，“红
一连”支委成员夺得4个单项第一。

“红菜盘”的故事为何

屡听不厌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官兵一致的底色永不改变

2017 年底，寒冬雪夜里支委的“抱
团”举动，让战士们再一次品味到官兵
一致、生死与共的含义。

那天，驻地一座工厂厂房被暴雪压
塌，连队奉命迅速前往实施救援。指导
员王玉光带领大家在雪中奋战了近 5
个小时，才把厂房物资转移完毕。当
晚，就在大家准备在野外过夜时，才发
现少一顶棉帐篷。大家互相推让，谁都
不肯进棉帐篷休息。这时王玉光大声
喊道：“支委留下开会，其余人进棉帐篷
休息！”

第二天早晨，大家从帐篷中出来才
发现，党支部一班人“抱团”挤在一顶单
兵帐篷里睡了一夜……

谈到官兵一致，“红一连”的官兵都
会讲起红菜盘的故事。1935 年 5月 11
日，毛主席来到“红一连”与官兵交谈，
到了吃饭时才发现连队只有一个老南
瓜。他告诉大家：“南瓜就很好，我今天
就在你们这里打个牙祭，管饱就行！”。
开饭时，炊事班长用在井冈山打土豪时
缴获的一个红色搪瓷盘给毛主席端上
一盘煮南瓜。从此，毛主席用过的红菜
盘被保存下来，成为官兵学习优良传统
的传家宝。

现在，分餐盘取代了菜盘，可是红
菜盘的故事却让官兵屡听不厌。每年 9
月 29 日是连庆日，官兵都会吃上一顿
不同寻常的早饭：一碗高粱米、一盘南
瓜饭、一碟苦野菜。“红一连”的官兵都
深得其中味道，始终记得官兵一致、同
甘共苦。

2017年 7月，“红一连”即将移防到
新营区。先遣队到达新营区后发现，有
的营房空间大，配备有卫生间和热水
器；有的房间小，还没有卫生间和热水
器。
“好房间让战士们先住，剩下的房间

再分配给连部。”连队两名主官意见一
致，“把困难留给干部，把方便留给战士。”

最后，连长、指导员和两名战士挤
在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里，配有两张高
低床、3个铁皮柜，空间拥挤。而战士宿
舍整洁干净、宽敞明亮，洗衣机、卫生
间、洗漱台等设施一应俱全。

风气连着部队士气。这一切，“红
一连”的官兵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化作
干事创业、战场拼杀的精气神。

本报讯 李垚霖、杨梓民报道：7月
初，一场以“学习贯彻新条令，塑造军人
好样子”为主题的新条令知识竞赛，在武
警西安支队机关礼堂拉开帷幕，10余名
经过层层筛选的官兵展开激烈角逐。这
一幕，是该支队多项举措促进新条令落
地生根的缩影。

新一代共同条令颁布施行后，该支队
积极开展知识竞赛、讲述“我与新条令”的
故事等多种活动，引导官兵了解掌握新条
令内容，强化条令法规意识。为充分调动
官兵学习新条令积极性，他们专门印发新
条令学习小册子，组织集中授课。与此同
时，他们还将学习新条令与日常工作有机

结合起来，积极营造学习新条令、遵守新
条令、运用新条令的浓厚氛围，不断巩固
学习效果。
“将遵法令，可正训风；兵遵法令，可

立军威。”该支队政委白志福说，只有真心
学、用心悟、决心做，才能在强军兴军的征
程中树起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好样子。

武警西安支队—

多项举措促进新条令落地生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