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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成都 7月 12日电 冯超、

特约记者孙绍建报道：背扛沙袋加
固大坝，挥镐抡锤疏通道路……连
日来，四川省军区组织 2000 余名官

兵和民兵奋战在各地抗洪救灾一
线。

因地势低洼，绵阳市涪城区龙门
镇、青义镇 1200 余户房屋被洪水冲

灌。涪城区人武部紧急动员机械、车
辆 30余台投入救援并帮助转移受困群
众。

受上游洪水影响，江油市九岭镇
河沟溢洪，新树家湾水库出现险
情，八一镇所有水库、堰塘溢洪，
武都水库存量达到峰值，多处桥梁
存在隐患，青莲高铁站 1100 余名旅
客滞留。江油市人武部紧急出动民
兵 365人，协调救灾车辆 10辆和冲锋
舟 2艘开赴一线救援。

今天下午，资阳市 4座水库出现
险情，严重威胁数万名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资阳军分区官兵接到险情通
报后，立即赶往现场投入抢险，加固
大坝。经过 3个小时连续奋战，终于
控制住险情。

截至发稿时，四川省军区官兵已
先后转移群众 1.2万人，搬运物资 470
多吨，疏通道路 80多公里，排除险情
隐患110多起。

本报福州7月12日电 徐文涛、特
约记者肖芳菲报道：受强台风“玛莉亚”
影响，福建省福州、宁德等多地房屋倒
塌、供电中断、农作物受损，福建省军区
迅速组织官兵和民兵紧急投入灾后重
建工作。

今天一大早，台风刚过，霞浦县
人武部就组织 260名民兵迅速赶到受
灾严重的松城镇、松港镇、三沙镇、牙
城镇、崇儒乡 5个乡镇，与当地群众一
起清扫街道、清除淤泥垃圾、打扫海
滩，帮助当地群众展开灾后重建，恢
复生产生活。

截至发稿时，福建省军区共出动
官兵和民兵 500余名，清理淤泥垃圾 30
余吨。

左上图：7月12日，重庆市潼南区

人武部组织民兵应急分队紧急转移被

困群众。

彭光明摄

西南多地发生洪涝灾害，福建多地因台风受灾

军民持续抗洪抢险重建家园

强台风“玛莉亚”登陆后，福建
沿海多地河水漫堤、树木倾倒、路面
塌方……危急时刻，东部战区陆军某
合成旅官兵组成“党员突击队”，持
续奋战在抗击台风一线，成为人民群
众的坚强依靠。

“主力队员跟我去抢险”

“你们这是从灾区赶往灾区啊。”
7月 11日 13时许，风势暂缓，暴雨依
旧，东部战区陆军某合成旅防空营
“党员突击队”迎风冒雨冲出营区，
驰援罗源灾区。目睹此景，罗源县的
一名受灾群众感慨不已。
“罗源一中有棵树倒在了变压器

上方！”运输车还未停稳，当地民兵
救援队便前来求援。大树有脸盆粗，
稍有不慎便会砸向变压器，造成二次
灾害。关键时刻，他们想到了解放
军。

赶到现场后，营长方来浮与两
名士官一同爬到教学楼二层的护栏
外，先将树木用钢丝固定，再用手
锯一节节将树木锯断移走。前后 1
个多小时，树木高于变压器部分被
完全移除。方营长这才长舒一口
气，下楼继续指挥突击队清理道

路。
别看方营长指挥若定，可他所在

的防空营营区同样受灾。营党委一班
人毫不犹豫：“先救群众！”出发之
前，教导员刘国卫雨中作动员：“人
民子弟兵为人民，营区漫水，留守人
员先想想办法，主力队员跟我去抢
险，必须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
安全！”

“先顾大家再顾我”

“党员突击队”队员闫克涛是被
抬回来的。

虽然在出发前答应只在后方当
“参谋”，但这位有着 16年军龄的老兵
一到现场就“不听话”了——翻到窗
外锯断木、挽起裤腿清淤泥，事事都
抢先。其实，他已经因重感冒连续低
烧两天。
“先顾大家再顾我！”闫克涛的体

力受到影响，拼劲却丝毫不减。11日
18时许，有人报告在罗源县城的一处
斜坡上，横倒的榕树阻断道路，并有
可能下滑冲撞房屋。闫克涛擦了擦额
头的汗水，又冲了过去。

暮色中，闫克涛锯断大树枝丫，
与随后赶来的排长金明宇冒着大雨，

指挥工程车一点一点地将榕树移向侧
面。40分钟后，当整条斜坡终于畅通
无阻时，闫克涛却因体力透支，瘫坐
在了路旁。

“解放军来了，我们

就放心了”

11 日 19 时 30 分许，罗源县的公
共交通基本恢复通畅。已经奋战 6个
多小时的突击队简单收拾现场后，乘
车返回。

车队行至丹阳镇高速路口，一处
山体滑坡阻塞了道路。教导员刘国卫
当即跳下车，带领大家协助高速公路
运营公司清理。

党员安俊宏在清理一处滚石时被
磕伤膝盖，却一声不吭埋头干活，直
到道路彻底被清理完时，才开玩笑地
提了一句：“看，我的膝盖像馒头一
样哩。”

参加清理的党员干部连续作战，顾
不上吃饭，一干又是2个小时，直到道
路彻底疏通，他们才重新上车，返回营
区。

车队将行时，人群中不知是谁说
了句：“解放军来了，我们就放心
了。”

狂风暴雨中，那些话温暖人心
—东部战区陆军某合成旅抗击台风“玛莉亚”特写

■本报记者 余金虎 通讯员 张 榕 饶逸君

本报讯 杨旭涛、王均波报道：连日
来，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派工作组到所属
单位督导主题教育开展情况。结果显
示，一些安排代理政委或政治工作部
（处）主任职务的单位工作同样有声有
色。这是该中心党委全面从严考察选拔
使用干部的结果。

为防止提拔干部时突击考察、考核
评价走过场等问题，该中心成立伊始，各
级党委就注重把考察干部的工作做在平
时、做在全程。考察评价中，他们采取
“信息公开+标准条件”双重确定、“工作
单位+生活家庭”双重了解、“考察考核+
现场面试”双重选拔、“党委+纪委”双重
把关等办法，全面考察干部德能勤绩廉
等情况，同时把心理素质、家庭状况和干
事创业的精神状态作为重要依据，探索
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考核选拔干部制度
机制。

前不久，中心机关空缺一个副处长
岗位，他们先后到 7个单位对 10名符合
条件的人选进行考核，按照个人述职、现
场答辩、集体座谈、打分推荐 4个环节组
织进行，由中心党委常委和业务专家担
任评委，立起“以事业取人、靠素质立身、
凭实绩进步”的鲜明导向。据悉，中心成
立以来，先后选拔120余名领导干部到所
属单位代理主官或部门领导职务，其中6
名表现突出的干部优先安排提升交流。

本报讯 夏存喜、杨飞报道：在 6月
下旬组织的机关干部选调考核中，武警
兵团总队把干部选拔任用的指挥棒指向
“能打仗、打胜仗”，考核全程体现战味，
11 名参加考核的干部因军事素质不过
关被淘汰出局。

按照新的体制编制运行后，该总队
机关部分岗位出现空缺。总队党委清醒
地认识到，匡正用人风气，关键是要把能

打仗、谋打仗，综合素质过硬的干部选出
来、用起来。在今年机关干部选调考核
中，他们坚持向“打仗型”聚焦，明确“四
个优先”：既有基层主官任职经历又有机
关工作经验者优先，带出“执勤训练一级
单位”者优先，带领部队参加过重大安保
执勤任务者优先，在各级军事比武竞赛
中取得名次者优先。在广泛征求官兵意
见的基础上，他们修订完善《选调机关干
部实施办法》，对机关空编岗位、名额、条
件等情况提前公示，全程接受官兵监督。
“这次干部选调虽然专业有别，但基

本素质、专业素质是必考内容。”刚完成
3公里考核的执勤第二支队干事赵长森
深有感触地对笔者说，“选调充分体现了
凭素质立身、靠实绩进步的用人原则。”
据悉，在最后被确定选调的干部中，85%
在基层中队担任过主官，95%参加过重
大安保执勤任务。

配备干部，把考察工作做实做透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全面考察干部德能勤绩廉

●武警兵团总队干部选调考核明确“四个优先”

（上接第一版）

“红一连”对照实战要求，用战斗力
标准这把“钢尺子”，量出了练兵打仗的
紧迫感。

钢多更要气足，作风靠

“带”更靠“练”

铁血胆气磨砺铸就

“命令一连迅速转入防御，负责守卫
五岔路口！”

2016 年 9月，“中部砺剑”实兵对抗
演习激战正酣。一天深夜，“红一连”官
兵完成 10多个小时的穿插渗透任务，正

准备休息时，突然接到紧急命令。
“五岔路口是‘敌’主攻方向，一连消

耗太大，能否换个连队执行任务？”时任
营长刘星征求导调组的意见。导调组同
意后，走出指挥帐篷的刘星却被眼前场
景吓了一跳：暗夜里，一连官兵身披战斗
着装整齐列队，尽管每个人脸上都透着
疲惫，但眼神里却洋溢着对胜利的渴望。

连长周光魁上前请战：“我们不怕
苦，就怕没任务！”

第二天凌晨，战斗打响。“蓝军”集结重
兵，发起轮番进攻，企图以优势兵力打开突
破口。一连官兵坚守阵地，寸步不让。

那一战，“红一连”官兵连续奋战三

天两夜，打退 10多次进攻，圆满完成防
御任务。
“英勇无畏、向死而生，这是‘红一

连’的血性基因。”曾获得“见义勇为的英
雄战士”荣誉称号的旅副政委徐洪刚告
诉记者，该连英雄辈出，“盘肠英雄”姜东
海、“英雄射手”那庆文、“爆破英雄”郭照
明……新时代新征程，先辈们的铁血精
神依然闪耀光芒。

演习场上，强敌面前决不退缩；维和
战场，直面生死敢于担当。

2015 年 5月，该连随中国首支维和
步兵营赴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一次，
当地爆发大规模难民冲突，上级要求步

兵营抽调人员组成隔离小组。“红一连”
27名官兵迅速赶到现场，像楔子一样插
入暴乱人群。防护盾牌被石块砸得咚咚
作响，官兵毫不畏惧，经过 3小时卡点控
道，终于平息事态。

远飞自当换羽，传统求

“续”也求“新”

抢抓机遇创新制胜

“红一连”移防不久，连长周光魁
就碰到了一件“挠头事”：重组以后，连
队人员、装备器材变化很大，战备库室
器材存放不合理，影响了战备拉动速

度。
是等上级解决还是自己想办法？

当时，连队刚刚部署到位，建设任务繁
重，等一等按说也在情理之中，但周光
魁不这么想：事事靠上级，要我们干
啥？

周光魁一边积极向机关反映情
况，一边主动带人升级战备库室。他
们借鉴地方图书馆网络化管理模式，
将装备器材出入库、消耗、损坏等信息
生成二维码，开发出战备管理系统，实
现智能化管控，大大提高了战备拉动
速度。
“‘红一连’能攻坚克难，与锐意创

新密不可分。”旅政委段杰辉介绍，
1950 年 3 月，解放海南岛战役中，连队
官兵给木船装上汽车引擎，配上武器，
创造了木船打军舰的海战奇迹。几十
年过去，一代代官兵发挥聪明才智，创
造性解决矛盾困难，不断从胜利走向
胜利。
“解决训练一线实际问题，需要发

挥基层官兵智慧，主动作为积极探索新
路。”指导员王玉光告诉记者，这几年，
他们集智攻关研制出步枪激光模拟校
射器、电子地雷等 8种训练辅助器材，开
发体能训练管理系统等 5类软件，有效
促进了连队战斗力建设整体跃升。

本报讯 宾有余、李媛媛报道：“这已
经是我第二次来庐山了。与上次相比，疗
养院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放松身心的
环境，更提供了一个受教育的平台。”7月
上旬，在庐山疗养院开展的“共话英雄事
迹、投身强军实践”主题联谊活动中，来自
边防部队的上士小陈高兴地说，“了解革
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为我们下一步投
身战斗力建设鼓了劲、加了油！”

近年来，庐山疗养院充分发挥驻地
历史资源优势，着力把疗养院打造为文
化遗产旅游基地和红色传统教育基

地。主题教育中，他们让疗养员在疗养
康复的同时，充分接受红色文化的教育
熏陶。疗养院广泛收集名人资料、照
片、简历等挂在墙上，并在有关房间门
前制作简介标牌，讲述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在庐山留下的足迹，让疗养员住
有所学、住有所感；合理规划南昌起义
庐山会议旧址、抗战纪念馆等地的游览
路线，配上讲解员精彩解说，并在广播
中播放红色歌曲、讲述红色故事、介绍
红色文化，精心制作主题教育网页，建
立红色文化信息资料库，组织疗养员读

红色书籍、看红色电影、品红色美文，营
造强军文化氛围。

为疗养员补足“精神之钙”的同时，
他们还邀请专业医疗团队对疗养员展开
健康咨询和疾病会诊，组织系统全面的
健康体检，并结合疗养人员特点，科学制
订食谱，合理安排健康教育和亚健康防
治等疗养项目。近年来，该院先后圆满
完成航天员疗养团、原南京军区优秀士
官疗养团等 20余个疗养团的保障任务，
年均接待疗养员 4000余人次，满意率达
98%以上。

庐山疗养院发挥驻地资源优势开展主题教育

为疗养员补足“精神之钙”

本报讯 李智、吴国东报道：联合巡
逻、联合潜伏、联合设卡……日前，在西
北某地，陆军边海防学院上百名学员走
进边防哨所，以边防分队官兵的身份，联
合边防公安、民兵、护边员，开展党政军
警民“五位一体”强边固防实兵演练。

据介绍，该院乌鲁木齐校区依托边
防连、监控系统和民兵警务站等场地设
施，将学员、边防公安、民兵、护边员进
行编组，构设渗透、越界、偷渡等 11 种
背景情况，开展边防勤务联合演练。笔

者跟随演练部队来到某边防警务站，看
到由学员模拟的边防部队，正与某防区
边防委办公室、边防公安、民兵、护边员
召开联席会议，通报近期管边控边信
息，组成联合封控力量，制订管边控边
方案。

突然，边防部队实时监控系统发出警
报：3名“不法分子”破坏我边防设施，企图
越境。边防连值班室迅速上报情况，由军
警兵民组成的联合清边分队迅速前出，对
重点地域拉网式搜查，及时将其抓获。一

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伙“暴恐分子”冲击我
边防检查站，由学员模拟的边防官兵立即
启动响应机制，迅速联合出动抓捕，并移交
公安部门。

陆军边海防学院组织“五位一体”强边固防实兵演练

探索军民融合管边控边路子

本报讯 袁帅、曹金朝报道：仲夏之
夜，南国密林中，火箭军某导弹旅演练激
战正酣。该旅“导弹发射先锋营”某发射
架指挥长突然“阵亡”，该发射单元下士
陈钊挺身而出走上指挥长号位，并快速
准确下达一连串口令，导弹准时“点
火”。士官危急时刻发挥指挥长作用，这
得益于该旅组织开展的全岗互换操作和
随机减员操作训练。
“战场上遭袭受损不可避免，迫切

需要一批本岗精通、多岗兼通，甚至全
岗全能的操作号手。”该旅领导告诉笔
者，新大纲对培养全能号手、建设全能

单元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他们确立
“一精多能、多精全能”训练理念，区分
层次逐步推开全岗互换操作、随机减员
操作强化训练，瞄准“本岗精通、多岗兼
通”目标，广泛开展“互教、互学、互把
关”活动。

该旅组织考核合格的各岗位号手
拓展学习 2至 3个相近专业，并进一步
向全能号手发展；遴选优秀全能号手
学习发射指挥专业，进而打造具备全
岗互换操作能力的全能单元。他们还
充分利用无预告拉动演练、驻训演习、
能力评估和补差考核等时机，在恶劣

天候、夜暗条件、复杂电磁环境下推行
岗位互换操作，提升全能号手训练层
次水平。

经过近半年的全岗互换操作训练，
“导弹发射先锋营”下士陈钊熟练掌握包
括发射指挥在内的几乎所有操作技能，
成为机关考核认证的“全能号手”，陈钊
所属发射架也成为首个全能单元。据
悉，目前该旅近三分之一的发射单元初
步具备全岗互换操作能力，并将进一步
探索发射单元减员操作、测试专业精简
整合、保障专业优化合并等训练，大力提
升部队应急和独立发射能力。

火箭军某导弹旅按照新大纲要求提升部队独立发射能力

全岗互换操作 培养全能号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