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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心声

“用‘两不怕’精神投

身练兵备战”

来自陆军第 71 集团军的缪中和杨
初格西两位代表，都清晰记得 2017年 12
月 13 日习主席视察“王杰班”时的情
形。“当时，习主席一边听介绍一边和战
士交流，很随和、很亲切。”杨初格西说，
“习主席详细询问大家的学习、训练和生
活情况，勉励官兵再接再厉，带头做新时
代王杰式的好战士。”
“习主席今年春节前给‘王杰班’全

体战士的回信，既是我们莫大的政治荣
誉，也是我们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缪
中说，习主席的回信令全体官兵深受鼓
舞，大家进一步坚定了干本职谋打赢的
决心，振奋了在精武强能中争当先锋的
士气。“王杰入伍 2年，就在工兵五大技
术考核中取得优秀成绩，被军区表彰为
‘郭兴福式教练员’。我们学王杰就是要
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融入
岗位实践，投身练兵备战。”

对杨初格西来说，去年参会时与
习主席亲切对话的瞬间，是他的一份珍贵
记忆。“我们是不是见过面？”去年 3月 12
日，习主席在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
团全体会议时一句亲切和蔼的问话，让杨
初格西紧张的心情顿时放松下来。
“士官队伍是部队中非常基础的骨

干力量，很重要。”习主席当时勉励杨初
格西说，“当一名合格士官不容易，要不
断提高能力水平，努力做大师傅，带出好
徒弟。”
“习主席的殷切嘱托让我感受到责

任的分量。”杨初格西激动地说。去年上

半年，他作为多种姿势射击课目的负责
人，带领全班集智攻关，使该课目紧贴实
战，射击距离由固定改为多种距离，方式
由静态改为动态，目标由固定改为隐显，
有效提高了官兵的射击训练水平。
“像王杰一样的坚定信念，是战士手

中的锐利武器。”杨初格西坚定地说。

“把雷锋精神代代传

承下去”

“我旅是雷锋生前所在部队，习主席
先后两次接见我部官兵代表，勉励我们
做雷锋精神的种子，把雷锋精神广播在
祖国大地上。”3月 5日晚，来到陆军某旅
教导员谢正谊代表房间采访，我们的话
题自然从弘扬雷锋精神谈起。

作为雷锋传人，谢正谊备感自豪。
他告诉记者，全旅官兵时刻牢记习主席
殷切嘱托，把赓续弘扬雷锋精神作为政
治责任，坚持代代传承、融入工作实践、
与时俱进发展，聚力锻造“应急尖兵、开
路先锋、雷锋传人”的工兵劲旅。

在谢正谊看来，以雷锋“听党话的自
觉”培塑信念，以雷锋“螺丝钉的精神”爱
岗精业，打牢了全旅官兵的忠诚底色和
胜战本领。2017 年以来，旅队经历 2次
大的整编调整，广大官兵听从指挥、依令
而动。舟桥营从华北大地千里移防，官
兵们不讲条件、没有二话，打起背包出
发、跑步进入战位。调整改革期间，该旅
出色完成马里维和、抗洪抢险和一系列
联合演习等急难险重任务，先后被评为
全军军事训练一级单位、国家级应急专
业力量工程装备保障能力建设达标单位
等。

去年 9月 28日，习主席在参观抚顺
市雷锋纪念馆时强调，“雷锋精神是永恒
的”“要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这
让谢正谊感到身上沉甸甸的责任。这些
年，旅队升级改造雷锋纪念馆、雷锋连和
雷锋班“三个窗口”，抓好雷锋纪念馆解
说员、雷锋精神宣讲员和校外辅导员“三
支队伍”选拔培训等经验做法，在全军主
题团日成果展示大会上作了交流。
“面对新形势新使命新要求，我们将

一如既往学雷锋精神、走雷锋道路、创雷
锋业绩，当好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的‘举旗
人’‘示范者’和‘代表队’。”谢正谊说。

“在世界舞台展现大

国女兵风采”

仪仗无小事，事事连政治。

在北京卫戍区仪仗大队女兵中队
中队长程诚代表看来，仪仗队执行的
是国家最高规格的司礼任务，面对各
国政要，世界目光聚焦，特殊使命要
求官兵必须绝对忠诚、听党指挥。

2014年 2月，经习主席批准，仪仗
女兵中队正式组建，主要担负仪仗司
礼、阅兵、颁奖典礼、大型文艺演出等
任务。建队以来，女兵中队视祖国荣誉
高于一切，圆满完成外宾访华、“9·
3”阅兵等近 200 场仪仗司礼任务，向
世界彰显了大国威仪，展示了中国女兵
的飒爽英姿。

今年 2月 2日，习主席视察仪仗大
队国旗中队时，官兵们进行了升旗动作
演示。整个过程精准流畅，习主席露出
赞许的目光，勉励大家练好基本功，承
担好国旗护卫职责。
“这几个基本动作看似简单，但

没 有 反 复 磨 炼 ， 是 达 不 到 高 标 准
的。”程诚告诉记者，训练中，姑娘
们叫响“向世界一流看齐、向历史荣
誉看齐”的口号。练军姿，一站就是
3 个小时；练眼神，50 秒不眨眼；绑
上 6斤重的沙袋，一训就是 10 多个小
时。

有一年，女兵们出国参加国际军乐
节，持续阴雨天气导致多名队员感冒发
烧，正式演出当天还下起了大雨，多个
国家的代表队退出表演。“但我们没有
犹豫，因为大家知道：自己托起的不仅
是钢枪，更是为国争光的责任和担当。
最终，12分钟的表演、177个动作，赢
得了现场观众雷鸣般的掌声。”程诚动
情地说。

（本报北京3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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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4日，习主席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
化这个颜色。”统帅的殷殷嘱托，激发了全军官兵的壮志豪情。连日来，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军队代表
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不断推动红色基因融入官兵血脉—

红色，我们心中珍存的底色
■本报记者 钱晓虎

共和国是红色的，无数先烈的鲜

血染红了我们的旗帜。

红色是党旗、国旗、军旗的颜色，也

是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的精神本色、人生

底色。从井冈山上的艰难探索，到长征

途中的跋山涉水；从抗日战场上的中流

砥柱，到解放战争中的铁马雄师；从建设

时期的战天斗地，到改革年代的无私奉

献……回望走过的不凡征程，红色基因

激荡红色力量，打造出一支“战胜一切敌

人，征服一切困难”的人民军队。这样的

红色基因，凝结着老一辈革命家的艰辛

探索和责任担当，沉淀着无数革命先烈

的赤胆忠诚与奋斗牺牲，是我们赓续光

荣、走向未来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薪火相传终有继，江山更待新宇

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风貌。抗洪大堤上的“最

美睡姿”、火灾现场中的“最美逆行”、

长江浊流里的“最美潜游”……新时代

的官兵正用一个个“最美”证明着自

己、展示着自己。他们和先辈一样，高

扬着理想的旗帜，传承着红色的激情，

保持着不变的初心。

从浴血荣光中走来，向世界一流

军队迈进；从“钢少气多”中走来，朝

“钢多气盈”前行……从某种意义上

讲，红色基因就是人民军队的胜战密

码。当红色基因在血脉中涌动，自然

就生发出忠诚坚定的志气、无坚不摧

的勇气、决胜未来的底气。

人民军队的胜战密码
■钱晓虎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骄傲，更是
武器装备试验鉴定战线全体官兵的
荣誉。”陆军某基地高级工程师吴颖
霞代表，不久前被评为“全国三八
红旗手标兵”。在接受采访时，她话
语间仍保持着一贯的谦逊。

回望把个人梦想融入砺剑强军
的岁月，吴颖霞坦言：对武器装备
的执着与热爱，是她风雨兼程的动
力源泉。每当想起亲手试验鉴定的
武器装备在天安门广场、朱日和演
兵场等重大场合接受党和人民检
阅，在联合演习、国际比武中精彩
亮相，她都会热血沸腾。

“一流的军队要有一流的武器装
备。”吴颖霞告诉记者，近年来，她
紧盯仿真试验前沿领域，主持完成
某重点实验室建设，创新提出的试
验鉴定新模式广泛应用在许多新型
武器装备试验中。

靶场就是战场。吴颖霞此次上
会专门准备了《关于增强武器装备
试验实战化水平的建议》。她表示：
“一定要把习主席对武器装备试验鉴
定战线官兵的关心厚爱化作忠诚使
命、砺剑把关的动力，为未来战场
锻造制胜利剑。”

（本报北京3月6日电）

吴颖霞代表—

为未来战场锻造制胜利剑
■本报记者 钱晓虎 通讯员 刘建元

“广阔无垠的雪山草原为你来梳
妆，碧波荡漾的狮泉河水伴你洗风
霜。”采访陆军某边防团扎西岗边防连
连长许忠发代表时，他手机里一曲委
婉动听的《扎西岗》，把我们带到了美
丽的阿里高原。

但在许忠发看来，守护好扎西岗
这个“幸福的山岗”，并不容易。2017
年 12月，刚上任不久的许忠发，带车
去海拔 5000 多米的某点位巡逻，途
中突然飘起雪花。两名新战士不由
担心起来：如果继续前进，等会儿雪
大了道路被封怎么办？许忠发下车
望了望天际，随即返回车内。
“继续前进！”伴着沉稳有力的命

令，车辆发出轰鸣声。巡逻车内的官兵

都知道，连长虽然年龄不大，却已是在
这里扎根十几年的老边防，听他的话准
没错。果然，不到半小时，雪就停了。

在高原上这十几年，许忠发没少
吃雪的苦头，也没少研究它。“这就是
最常见的‘乌云过顶’，看着吓人，其
实顺着风就跑了。”

许忠发还善于学习新技能，操作
无人机就是他掌握的新本领。他笑
着说：“我们身处的地理环境可能比
较封闭，但知识技能却不能忘记要时
时更新升级。”

许忠发说：“驻守边防十几年，我
对边疆的山山水水充满了感情。我要
像钢钉一样，钉在祖国边疆。”

（本报北京3月6日电）

许忠发代表—

像钢钉一样钉在祖国边疆
■本报记者 钱晓虎 特约通讯员 黄宗兴

“5G 时代正在飞速向我们走来，
信息时代的政治教育，要充分运用现
代科技手段，借助新兴媒体的力量，
切实增强教育效果。”作为一名 90
后，陆军某特战旅班长吴昌洁谈起新
兴媒体，话匣子一下打开了。

近年来，全军部队充分发挥红色
资源优势，结合全民国防教育日、征

兵宣传、阅兵等重大活动，加强国防
教育，激发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自
豪感，在广大官兵中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吴昌洁说，作为在高科技陪伴下
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网络生活是绕
不开的一道“坎”。从网络上，可以便
捷地学习知识、获取经验。“能不能加
大开发力度，多一些相关的平台和应

用，比如‘学习强国’‘学习军团’这
样的手机 APP和公众号，让教育跟上
网络发展的步伐。”

吴昌洁认为，一些新型主流媒体
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在青年官兵中
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我们的
教育可以依托这些新型主流媒体，更
好地占领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高地，
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

（本报北京3月6日电）

吴昌洁代表——

让教育跟上网络发展的步伐
■潘栋健 本报记者 钱晓虎

两会前夕，陆军第77集团

军某旅坚决落实习主席向全军

发布的开训动员令，大力开展

实战化军事训练。图为该旅组

织战术协同训练。

李喆灏摄

牢记使命
练兵备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