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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扶弱济困，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美
德。

由于各种原因，社会中还有一些困难群
众。做好这部分人的民生帮扶工作，实现
“弱有所扶”，是党和政府的庄严承诺。

鼓励残疾人活出精彩人生，祝福下岗再
就业职工日子过得更好，在农村低保户家问
实情唠家常送温暖……习近平总书记始终
关心困难群众的安危冷暖，鼓励他们努力创
造更好生活。

回访习近平总书记关心过的那些困难
群众，记者注意到，他们心怀感恩之情，自强
不息、奋斗拼搏。如今的他们，生活得更好、
心气儿更足、获得感更多。

故事一：自强，以全新的

我重新屹立

“你——被救了，一个小兵把雨衣盖在
你身上
“扒出我来的是位连长，后来听说为救

一个六岁的孤儿
“他永远地留在了——唐山
“亲爱的朋友还用我再说吗？！
“这样真实的故事我可以说上一百

天……”
2016 年 7 月 28 日，是受伤截瘫的杨玉

芳、高志宏夫妇永远难忘的一天。这一天，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唐山市考察。在唐
山市截瘫疗养院，杨玉芳、高志宏夫妇向
习近平总书记即兴朗诵了这首原创诗歌《见
了你们格外亲》。
“开始还挺紧张，但很快就放松了。”杨

玉芳回忆，那天，习近平总书记微笑着走到
他跟前，关切地询问夫妻俩身体恢复的情
况、目前有什么困难……“就像与一位好久
不见的老朋友唠家常。”
“健全人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残疾人也

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高志宏说，习近平
总书记的话给了他们极大鼓舞。此后，他们
开始为敬老院的老人们朗诵诗歌，传播正能
量；做手工活拿去义卖，资助寒门学子……
“既然能动手、能写东西能朗诵，就要给

大家带去美好。”高志宏说。
杨玉芳介绍，这几年他的退休工资每年

都增长，国家还出台了扶持残疾人创业的税
收优惠政策。他现在给人配钥匙，加上两人
的退休金，每月能有六七千元的收入，生活
上花销也不大，如果今后有可能，他们打算
给更需要帮助的人捐出一部分。
“作为医护人员，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

托，把伤残人当亲人，为伤残人提供周到细

致的服务。”唐山市截瘫疗养院院长杨震生
介绍，一方面创造良好的硬件，如正在建设
的唐山市民政事业服务中心，未来有充足床
位让疗养院老人搬入；一方面让医护人员去
各大医院进修，提升专业护理水平。
“除了物质上给予充足保障，还要实现

精神上的小康。”杨震生说，疗养院布置了图
书室、心理咨询室、阳光活动室，医护人员定
期与住院人员谈心，一些社会团体也常会来
疗养院开展志愿活动。不少老人说，了解外
面世界的窗口开得更大了。
“既然大地重新塑造了另一个我，就以

全新的我重新屹立在这个世界上”，这句话
成了疗养院里不少残疾人的座右铭。

记者手记

对一个健全人来说，很难想象下半身没

有知觉是一种什么体验，更难体味大小便失

禁状态下该怎样生活。有截瘫患者说，瘫字

的组成是一个“病”字旁一个“难”，能从侧面

说明残疾给人带来的痛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对残疾人事业格外关注。在国家

层面建立起覆盖数千万残疾人口，包含生活

补贴、护理补贴、儿童康复补贴等内容的残

疾人专项福利制度，残疾人事业整体发展水

平迈上新台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

少。在幸福的中国，残疾人同样能够收获社

会发展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共同

为中国梦努力奋斗。

故事二：奔跑，向着更好

的生活进发

“总书记亲切、平易近人。”时隔近六年，
丛龙江对习近平总书记来他家时的场景记
忆犹新。

2013年 8月 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
考察时来到沈阳市沈河区大南街道多福社
区，走进下岗再就业职工丛龙江家里。

社区服务好不好、实施暖房工程后冬天
温度能提高几度、家里还有什么困难……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地询问。

那时的丛龙江，生活还很困难：他在一
家汽车物流配送企业实现了再就业，但每月
收入只有 2000多元；妻子下岗在家照看有病
的母亲；儿子刚刚开了一家汽车装饰店，小
孙女还不到一岁……

今年 7月下旬，记者走进丛龙江的家，73
平方米的屋子收拾得干净整洁。丛龙江说，
这些年生活改善了，屋子进行了简单装修，
新换了沙发，添了书柜。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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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官也能当参谋？”这个问题
以前我连想都不敢想，直到 《关于
做好改革期间士官参谋人员选拔配
备工作的通知》 下发后，经过层层
选拔考核，我有幸成为旅里首批士
官参谋。

从士官到参谋，不仅仅是称谓的
改变，还有责任和能力的跨越。上任
之初，旅里组织参谋技能集训比武，我
第一个报名参加。在与军官参谋同台
竞技过程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
比武中他们一个个轻松交了卷，而我
却很吃力。

第一次亮相不成功，促使我在工
作上更加努力，不断向营里的老参谋
请教。一次营里组织沙盘推演，营长

点名让我这个士官参谋提提建议。谁
承想，由于缺乏军兵种知识，我大脑一
片空白，当众卡了壳。

连连“出丑”，营长找到我谈心，我
也敞开心扉向营长道出心里的苦恼：
一方面，自己的能力素质还不够，希望
有学习充电的机会；另一方面，我在营
里的主要工作是处理文电，干文书的
活。
“既然成不了‘兵参谋’，还不

如回连队当班长。”当我心里正在打
退堂鼓时，营长给我带来了好消
息：旅里派我到院校培训学习。培
训期间，我苦练参谋技能，补齐联
合作战知识储备不足的短板，能力
素质提高很快。

学习归来，我在几次演习中，如
愿在“中军帐”里有了一席之地。在
前不久的营综合演练中，我提出数条
战时保障建议，均被指挥员采纳。演
练结束后，大家对我的表现竖起大拇
指。

根据职责分工，现在我又承担了
一些重难点课目的教学和督查任务。
在一次组织特种弹射击课目训练时，
我发现部分连长组训方法单一，于是
及时纠正并提出意见建议。在实战考
核中，全营特种弹射击课目取得优异
成绩。如今，大家对我的称呼也从以
前的“孙班长”，变成了“孙参谋”，
我心里别提有多开心！

（谢 思、李恒剑整理）

“士官参谋”走进“中军帐”
■第73集团军某旅合成三营士官 孙海福

说 说 改 革 获 得 感

要在科技领域成为领跑者，只能

不懈奋斗、努力奔跑。“最美新时代

革命军人”、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

院计算机研究所所长肖立权就是一位

努力奔跑的追梦人。

科技是核心竞争力，也是核心战

斗力。科技创新走的是别人没有走过

的路，做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作

为两代“天河”超级计算机的副总设计

师，肖立权胸怀使命、奋力拼搏、勇于

创新，使“天河二号”连续6次居世界

超算500强榜首。

科技创新如潮头冲浪，不日新者

必日退。当年，“天河一号”获得世

界第一后仅 8个月，就被挤下冠军

台，两年后又滑落至第8名。肖立权

创新团队自主创新、奋起直追，努力

跑出跨越赶超的“加速度”，让“中

国速度”越来越快。这启示我们：科

技的领先，必须靠拼搏；创新的突

破，只能靠奋斗。

军队科技工作者要像肖立权那

样，敢为天下先，肯下苦功夫，创造出

更多新业绩，为科技强国、科技兴军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努力奔跑才不会落伍
■洪海东

本报讯 记者赖瑜鸿、通讯员张
文明报道：“没想到，网上找专家看病
这么方便。”盛夏一天的傍晚，东部战
区某海防旅一营战士小刘在网上点击
联勤保障部队某医院虚拟联勤医院即
时问诊图标，向预约专家、该院骨二
科主任王万明发起咨询。这种医院专
家和基层官兵“一对一”的网上即时
问诊形式，是联勤保障部队虚拟联勤
医院为基层部队官兵提供远程诊疗服
务的举措之一。

联勤保障部队卫勤局领导介绍

说，虚拟联勤医院旨在通过整合区域
内军队医院的国家重点学科、全军专
科中心等优质专科专家资源，借鉴互
联网医院新模式，构建覆盖联勤医
院、小远散部队、干休所的一体化服
务保障网络，提供疾病咨询、多学科
会诊、开具电子处方等服务，让官兵
共享优质医疗资源。
“虚拟联勤医院的建设试点，为官

兵就诊提供了一种新路径。”记者点击
联勤保障部队某医院虚拟联勤医院平台
看到，该院联合 7家军队医院同步上线

优势学科的专家信息，基层官兵可选择
相关领域专家问诊，还可上传电子病历
和影像、病理及超声等检查报告，实现
专家线上诊断。

据悉，联勤保障部队依托虚拟联
勤医院平台，下一步将把预约挂号、
检查预约等官兵诊疗环节前置到体系
部队，让基层官兵节省来实体医院看
病的时间；通过拓展虚拟联勤医院平
台，官兵今后可通过强军网线上诊
疗，也可通过手机 APP、微信实现线
上问诊。

“虚拟联勤医院”方便官兵远程就诊
联勤保障部队借鉴互联网医院新模式构建一体化服务保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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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潘梦婷、特约记者迟玉光
报道：八一前，4名来自驻地红色纪念
场馆的“金牌讲解员”，受邀走进东部
战区空军机关礼堂，讲述生动的红色传
统故事，回望艰苦斗争的峥嵘岁月。战
区空军在开展主题教育过程中，充分运
用驻地红色教育资源，引导官兵不忘初
心使命、矢志强军兴军，在备战打仗一
线争创一流。

东部战区空军把红色基因传承作
为建设一流过硬部队的基础工程，整
合驻地独具特色的红色教育资源，从
中遴选 50个教育场馆（区），以战区空
军名义挂牌“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
教育基地，组织官兵走进教育基地开
展“唱红色歌曲、讲红色故事、读红
色家书”活动，赓续红色血脉，传承
红色基因。

教育中，他们紧跟时代发展、紧贴
形势任务，把红色传统与岗位实践平
台、军人职业特点有机结合。运用“强
军网+”“互联网+”模式，构建网上红
色阵地，建立红色资源数据库，开设
“战史战例战将”“党史军史上的今天”
等专栏。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南昌八
一起义纪念馆、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
馆、东山谷文昌纪念馆等 4个纪念馆的
“金牌讲解员”，运用大量历史故事细
节、馆藏影像资料，讲解“红船精神”
“八一精神”等深刻意蕴，有效激发官
兵当好红色传人、弘扬奋斗精神的责任
心和使命感。

东部战区空军运用驻地红色资源开展主题教育

从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动力

左图：盛夏时节，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组织

实战化飞行训练。图为战机低空突防。

谢中武摄

右图：八一前，第76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跳伞训

练。图为官兵操纵降落伞着陆。

李灰懿摄

下图：7月中旬，第79集团军某合成旅组织炮兵

分队进行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 白 栋摄

突 击

这次“敌情”没给全……

一名“菜鸟”特种兵的振翅飞翔

带兵人，你的威信来自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