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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
年广泛组织开展“我和我的祖国”群众性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对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群众性主题宣
传教育活动作出安排部署。
《通知》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紧围
绕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
精神，在全国城乡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重
增强仪式感、参与感、现代感，讲好中国故
事，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讲好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充分宣传展示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突出宣传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
事业取得的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
生的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激励和动
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立足本职岗
位作贡献，把爱国奋斗精神转化为实际行

动，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通知》提出，要广泛开展各类群众

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一是学习体验活
动。精心设计推出学习体验线路，引导
干部群众就近就便开展实地考察、国情
调研，观城乡新貌、看身边变化。二是主
题宣讲活动。广泛组织开展百姓宣讲活
动，以真人真事和真情实感，讲好履职敬
业、追梦筑梦、奋斗圆梦的故事。举办系
列论坛，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年
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相关领域发生
的巨大变化、取得的伟大成就进行主题
宣讲。三是共和国故事汇活动。动员老
战士、老同志、老专家、老教师、老劳模等
讲述亲身经历，开展读主题图书、看主题
影视剧活动，组织社区诗歌会和“时代新
人说——我和祖国共成长”演讲比赛，讴
歌英雄事迹，弘扬革命精神。四是缅怀
革命先烈活动。集中开展祭扫烈士墓、
敬献花篮、宣读祭文、瞻仰遗物和继承先
烈遗志宣誓活动，组织共产党员、共青团
员、少先队员重温入党入团入队誓词。
组织青少年暑期参加红色主题夏令营、
体验营等，体验革命情怀，传承红色基
因。五是先进模范学习宣传活动。评选

表彰“新中国最美奋斗者”，组织干部群
众深入走访慰问。六是同升国旗、同唱
国歌活动。从现在到今年年底，每天早
上 7 时，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在主频
率、主频道整点播放国歌。各级党政机
关、人民团体、大型企事业单位、全国城
乡社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国庆前
后要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在国庆长
假期间要悬挂国旗。鼓励居民家庭悬挂
国旗。各级各类学校要教育学生了解国
旗、国徽和国歌的历史和精神内涵。七
是主题作品征集展示活动。围绕“我和
祖国共成长”，征集评选展示一批主题鲜
明、体裁多样的优秀作品，传播主流价值
理念。八是“开学第一课”教育活动。聚
焦“我和祖国共成长”，深入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举办面向青少
年学生的多媒体作品征集展示活动。九
是节日主题活动。深入挖掘中华民族传
统节日的文化内涵，突出爱国主题，就近
就便开展小型多样的节日文化活动，传承
优秀节日文化、传统美德。十是国防教育
活动。以“赞颂辉煌成就、军民同心筑梦”
为主题，深入基层组织开展宣讲活动。组
织开展国防主题文艺展演、竞技比赛、军
事研学、军营开放、国防教育进校园等活
动，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下转第三版）

中办国办印发《通知》

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广泛组织
开展“我和我的祖国”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本报讯 记者赖文湧、特约记者赵
欣报道：5月 10日，闽南某机场，随着指
挥员一声令下，东部战区陆军航空兵某
旅 20余架直升机腾空而起，展开飞行
训练。与以往不同的是，战鹰区分不同
空域、不同高度层进行“模块化”组训：
在高空训练空域，空中侦察、战斗机动
等战术课目轮番上阵；在空域下方近地
面处，战术起降、掠地机动等课目训练
也有序展开。该旅领导介绍说，多种机
型在多个点位同时展开多课目训练，虽
增加了风险，但有效提升了训练质效。

据介绍，新大纲对直升机飞行员
的训练内容、训练时间等都提出了全

新要求，但受飞行空域限制，各种机型
训练无法同时展开，空等虚耗等问题
一定程度存在。此外，高强度、多机
种、大场次飞行训练对人员素质、飞行
保障等都提出更高要求。
“飞行时间一秒都不能浪费，怕难

怕险练不出战斗力。”今年，该旅党委
打破思维枷锁，集智攻关探索组训方
法路子。他们紧贴任务需求，科学推
行“模块化”分训模式，根据地形、参照
物等，将一个空域区分高度层细化为
多个训练点位，并根据飞行课目难易
程度，区分基础、战术训练等模块同时
展开，实现“一域多层多点位、一点多

机多课目”，力争在有限训练时间内最
大限度提高飞行效益。训练中，他们
还紧盯战斗力生成各要素，区分侦察、
攻击、投送、勤务等专业，常态化组织
多机型协同开展空地引导、海上实弹
射击、夜间低空打击等课目训练。

记者现场跟训看到，各高度层上，
直升机时而规避绕飞，时而快速突击，
时而前出打击，飞行员充分利用空域内
的各种条件，展开空中突防、对地突击、
搜索营救等战术课目训练。该旅某直
升机营营长常峰说，旅党委大胆创新、
敢于担当，部队心无旁骛抓练兵备战的
氛围愈发浓厚，训练水平明显提升。

陆军航空兵某旅打破常规聚力实战实训

“大场次”锻造低空尖刀

编者按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军事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抓备战打仗的责任担当立起来。要担当起党和人民赋
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就应做好随时打仗的准备。

担当应具锐度，把准练兵源头，在知敌懂战、以战领训上
聚焦用力。担当要有韧劲，耐得住寂寞潜心砺剑，扎实、细致

地练好一招一式。担当须担风险，志不求易，事不避难。
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东部战区陆军航空兵某

旅自觉与实战对表，确立从严施训导向，真正以解决问题
的扎实成效，带动备战打仗能力的整体提高。他们的担
当作为，值得关注。

本报讯 李飞龙、特约记者杨进
报道：初夏荒漠，寒风似刀，某靶场万
籁俱寂，一处隐蔽靶标却吸引着千里
之外的目光。突然，一枚导弹钻出厚
厚的云层，垂直打击，瞬间引爆，发出
轰然巨响。“报告，目标已被摧毁！”发
射该枚导弹的某新型战机悄然返航，
随即指挥大厅里响起阵阵掌声。

这是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利
用某型导弹进行对地突击训练的一
幕。此次目标设置隐蔽，精度要求也远
高于导弹设计值，可谓难上加难。该旅

领导坦言：“都知道越难越有风险，但是
未来作战要求只会更加苛刻，我们只有
平时立足最复杂的环境，练最险难的招
法，战时才有打胜仗的底气。”

对地突击训练，苛刻设置复杂电磁
环境和未知情况；多兵机种联合训练，
以遭受“敌”雷达锁定、被“敌”导弹捕获
等为战术背景……在该旅，“苛刻训练”
已经成为常态，通过不断设置难题、困
境、危局，淬炼战鹰的钢铁翅膀。今年
以来，他们多次进入高原大漠、丛林山
区，在陌生条件下展开超低空飞行训
练，突防高度按大纲的最高标准实施。

某型导弹末端制导过程中，飞行员
搜索识别目标点的技术，决定了打击效
果。该旅专门选择复杂天气实施，提高
训练难度，锤炼飞行员应变能力。

一次突击训练，飞行员李超与战
友驾机升空后，指挥员随机出题，对隐
藏在山谷中的目标进行打击。李超和
后舱飞行员立刻规划航线，迅速降低
高度，穿山谷、越河流，悄然逼近目标，
发起迅猛打击。返航途中，指挥员再
出“险情”：“你已被‘敌’地导武器捕
获。”李超迅速释放干扰弹，超低空机
动摆脱。“将各种特情进行充分预想实
练，才能有备无患。”李超说。

坚持问题导向，融入实战背景，每
一架次的“含战量”更高了。前不久，
他们又在对地突击训练中增加电子对
抗、异型战机协同、超低空机动等内
容。飞行员熊俊告诉记者：“现在训练
的针对性更强，效率更高，完成课目比
以前更累，但收获更大。”

空军航空兵某旅设置险难课目从严施训

“临界值”蓄养胜战底气

本报讯 徐有、记者刘一伟报道：5
月 14日至 17日，军委训练管理部组织 8
名专家，分赴各军兵种、军事科学院、国
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武警部队等 10
个大单位，开展军事职业教育专题宣讲
活动。

此次宣讲着眼加快实施人才强军战
略，加速构建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
养体系，抓好军委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
军事职业教育的若干意见》贯彻落实，围
绕军事职业教育“是什么”“抓什么”“怎

么抓”“如何构建保障条件”等问题，阐释
军事职业教育的时代内涵和战略意义；
着眼管理体制、学习资源、法规制度和队
伍建设等方面解读军事职业教育改革的
目标任务；从部队末端落实的角度，讲解
怎么组织学、如何有效管、怎样科学评、
用什么激励等军事职业教育关键问题；
紧跟“网络+教育”的发展趋势，介绍军事
职业教育网络服务平台主要功能、建设
使用及规划愿景。

军委训练管理部职业教育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各大单位所属军级以上单位和
部分师旅级部队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同步收
看，共设置1900多个分会场，20多万人参
加。部队普遍反映，这次宣讲贴近实际、主
题突出、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既回应了部
队关切，又回答了官兵困惑，是一次及时有
效的送教上门，是一次答疑解惑的现场辅
导，达到了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指导工作、
推动实践的目的，必将对提升官兵备战打
仗能力、推进学习型军队建设、赢得人才强
军兴军加速度发挥重要作用。

军委训练管理部组织专家到部队答疑解惑

军事职业教育专题宣讲接地气受欢迎

时代呼唤英雄，青年担当使命。

南部战区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战士

杜富国，是在响应统帅号令、终结南疆雷

患行动中涌现的忠诚战士，是在传承红

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实践中锻造的时

代楷模。他始终把信仰刻在心中，把责

任扛在肩上，不畏艰难困苦，不惧生死考

验，坚持用生命担当使命，将青春和热血

挥洒在扫雷战场，不愧为英雄战士、时代

新人，不愧为青年官兵学习的榜样。

人无担当不立，军无担当不胜。

战争年代，无数共产党人喊出“跟我

上”是一种担当；和平时期，杜富国喊

出“让我来”也是一种担当。杜富国最

让我们感动的就是听令出击、勇于担

当、敢于作为。他坚持号令当头“让我

来”，为人民扫雷障冲锋在前；重担面

前“让我来”，为使命练绝技奋勇争先；

生死关头“让我来”，为战友不惜血染

雷场；苦累危难“让我来”，为大爱洒真

情无私奉献……杜富国用一次又一次

的“让我来”，书写了“四有”新时代革

命军人的铁血风采，诠释了新时代英

雄战士应有的担当精神。

山有基，树有根，水有源。杜富国的

英雄壮举并非偶然，是习近平强军思想

哺育的结果，是强军兴军实践砥砺的结

果，是红色血脉传承赓续的结果。杜富

国出生在革命老区贵州遵义，从小听着

祖辈冒死救助失散红军、强渡乌江等英

雄故事长大，深受质朴纯粹的优良作风

熏陶，入伍后沐浴着习近平强军思想的

真理光辉，耳濡目染“老山精神”“扫雷精

神”等优良传统，红色基因在他的血脉里

延续，大勇大义在他的胸膛里永驻。在

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看到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看到了

共产党人、革命军人的政治本色。

青春之歌，激荡军营；奋进之火，

燃烧军旅。放眼全军，刘珪、王锐、蒋

佳冀、罗寅生等一大批青年官兵和杜

富国一样，始终高扬奋斗风帆，坚持砥

砺血性斗志，用青春、热血和生命肩负

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这些新时代青年官兵的模范行动，充

分展示了为祖国和人民敢于牺牲、乐

于奉献的时代精神，有力回答了人民

群众所关注的“青年官兵能不能上战

场、能不能打胜仗”的深切期盼。广大

官兵要自觉向杜富国学习，用生命担

当使命，用热血铺洒道路，练就过硬本

领、积极主动作为、扛起时代责任，在

火热军营书写绚丽无悔的青春诗篇，

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

做忠诚战士 当时代新人
■本报评论员

“‘大马’，我带你试试塑胶跑道，咱
部队还没有呢！”

山城重庆，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
院。春雨初歇，战友重逢，一场 3公里
夜跑成了最隆重的纪念。
“大马”名叫马玺君，是南部战区陆

军某扫雷排爆大队战士。而他的战友，
正是扫雷英雄——杜富国。

几个月前，他们一起在云南边境从
事和平年代离危险最近的工作——扫
雷。2018年 10月 11日，在处置一枚少
部分露于地表的加重手榴弹时，杜富国
对同组作业的战友说“你退后，让我
来”，独自上前排弹。没想到，排弹时突
遇爆炸，杜富国用身体挡住弹片，保护
了战友，自己却身受重伤……

虽然从此身体不再健全，但杜富国
从不后悔。即使再发生一次，他依然会
说“让我来”！

夜色中，杜富国和马玺君跑得十分
尽兴。看着满脸汗水的杜富国，代表战
友前来探视的马玺君内心充满敬重：杜
富国虽然失去了双手和双眼，但依然是
那个执着、坚定、乐观、向上的好兄弟。

“如果再有一次

机会，我还选择上雷场”

康复中的杜富国心中始终想着扫雷。
负伤后刚苏醒的那些天，他总是对

医护人员说：“我得加强锻炼，让自己好
得快一点，这样就能早点回去扫雷了。”

虽然双手已截肢，杜富国仍没有放
弃。他对前来探视的分队长张波说：
“现在科技很发达，装上智能手，还可以
排雷。”

当得知眼球也将被摘除，不能再上
雷场时，他依然牵挂着扫雷。他说：“如
果可以，我想学学播音，把扫雷故事讲
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了解和支持扫雷
工作。”

1月 25日，在陆军首届“四有”新时
代革命军人标兵颁奖仪式上，杜富国
在回答主持人提问时动情地说：“战友
们，对不起！原谅我再也没有办法跟
你们一起上雷场了，请你们替我继续
完成任务！”

8年多的军旅生涯中，杜富国有 3
次重要人生选择，每次都选择了生死
雷场。

第 1次，参军来到云南某边防团的
他，主动选择进入更具挑战性的扫雷
队。第 2次，来到扫雷队后，队长发现
他炊事技能不错，觉得炊事员岗位更适
合，但他坚持要到扫雷一线。第 3次，
排雷遇险，他选择了让战友退后，自己
独自上前。

一次次做出这样的选择，到底为
什么？

答案，写在他的请战书上。2015年
6月，当云南边境第3次大面积扫雷任务
下达时，他立即报名。在给连队党支部
递交的请战书上，他这样写道：“加入解
放军这个光荣集体，我思索着怎样的人
生才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衡量的唯
一标准，是真正为国家做了些什么，为百
姓做了些什么……我感到，冥冥之中，这
就是我的使命。”

答案，流露在他与战友的对话中。
2018年 9月，一名服役期满的战友私下
问杜富国“走不走”，杜富国答道：“活没
干完就退伍，谁来扫雷！”从此，那名战
友再也未提退伍的事。

答案，饱含在边疆人民的泪水里。
驻地云南省麻栗坡县猛硐乡乡长盘院
华告诉记者，在当地，饱受雷患之苦的
“地雷村”比比皆是，扫雷队来了后，猛
硐乡再也没发生过人员和牲畜触雷事
件。得知杜富国受伤，村民李云孝、钟
仙红、钟仙艳等人带着自家的土鸡蛋，
在大雨中颠簸 7 小时赶到医院探望：
“杜班长是替我们冒的险，替我们受的
伤，他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或许，“英雄”这两个字有太多的
内涵，但对于杜富国来说，它只是根植
于内心的一种信念。曾有人问杜富
国：“你后悔去扫雷吗？”杜富国摇摇
头，答道：“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还选
择上雷场！”

“我入了党，就有

资格走在前面挑担子”

每天早上，杜富国牙齿、残臂、脚掌

并用，基本能自己穿衣、洗脸。今年 3
月初，当他可以逐渐分辨物体的大小、
软硬、温度，可以拿起水杯、橘子和花朵
时，他将两枝康乃馨送给了医生，将一
朵玫瑰送给了妻子王静。
“他从小自立，负伤后也不想给别

人增加负担。”父亲杜俊说，杜富国作
为长子，从小背着弟弟妹妹放牛、砍
柴，看到邻里乡亲有需要帮忙的，总是
主动上前，大事小事尽心尽力，大家都
夸他懂事。
（下转第二版）

左上图：1月 25日，在陆军首届

“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颁奖仪式

上，杜富国庄严敬礼。 张永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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