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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代烽、通讯员邵建国
报道：“打仗硬碰硬，训练必须实打实。
平时训练弄虚作假，战时就会付出血的
代价……”八一前夕，武警浙江总队组织
理论骨干，用网络视频互动的方式，把理
论服务送到偏远海岛中队，为练兵备战
注入新动力。

该总队从基层官兵中抽组百余名
理论骨干，打造一支身在兵中、常态
发挥作用的“理论轻骑兵”，帮助官兵
把“学习理论为什么”“学好理论怎么
用”贯通起来，进一步坚定自觉听党
指挥、矢志强军的信念，做到理论学
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
业敢担当。

搭建理论通往基层的桥梁。该总
队领导认为，推动理论学习在基层走

深走实，就必须及时了解官兵思想动
态，精确瞄准教育靶标。“理论轻骑兵”
坚持“官兵关注的热点，就是理论服务
的落脚点”“官兵疑惑什么就解答什
么”。针对随着部队改革不断深入，个
别官兵出现等待观望等现象，总队组
织“理论轻骑兵”录制播出“调整改革
是强军所需，听从指挥是使命所系”系
列微课视频，帮助官兵理解改革强军
的重要意义，激励官兵拥护改革、服从
改革、投身改革。

扩大理论武装的覆盖面。结合当
前形势任务，该总队收集整理百余个官
兵关注的理论问题，将“理论轻骑兵”成
员编成 11 个理论服务小组，突出小范
围、近距离、短时间、小切口，把理论服
务送到训练场、执勤哨位、偏远海岛，帮

助官兵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
宁波支队下士胡港深有感触地说：“听
了理论服务小组通俗易懂的讲解，我们
对如何学、怎样悟、怎么做有了更清晰
的认识。”

创新理论服务基层模式。该总队创
新采用“互联网+”模式，在强军网上开
设相关栏目，组织理论骨干与官兵在网
络互动中深化理论学习。记者点开“最
强大脑”栏目，看到其中“百题挑战”的纪
录保持者是理论骨干赵旭，用时 19分 30
秒拿到了满分。

行源于心，力源于志。“理论轻骑兵”
倾心服务基层，有效激发了广大官兵积
极投身强军兴军伟大实践的热情。近
期，该总队圆满完成武装押运、抢险救灾
等多项重大任务。

武警浙江总队推动理论学习走深走实

“理论轻骑兵”服务基层一线

本报北京8月21日电 记者
邵薇报道：风雨兼程，奋进如歌。在
即将迎来新中国 70华诞之际，本报
陆续推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特刊》。

特刊以“追梦”为主题词，充分
展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国防和军
队建设的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突
出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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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忠诚、使
命、制胜、改革、同心、和平 6 个主
题，讲述新中国的军队故事，记录新
时代的强军足迹。

特刊把全景展示、深度解读、
具象特写和多维呈现相结合，通
过“走笔”“印记”“快扫”“记忆”等
版块，多层次、多侧面、多媒体诠
释强国强军的历史逻辑与时代意
义，激励全军官兵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
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
一流军队不懈奋斗。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本报今日起推出特刊

本报讯 苗鹏、王孝波报道：8月中
旬，强军网首长信箱中，一封反映职工纳
编手续未落实的“基层来信”，引起了山
西省军区党委的高度重视。在省军区领
导的大力推动下，相关业务部门迅速研
究整改措施，出台《省人武部职工公开招
聘方案》。
“找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也是

教育取得实效的基础。”该省军区领导介
绍，为将主题教育专项整治工作引向深

入，把机关工作指导、个人工作作风上的
各类问题找出来、清出去，他们按照官兵
广泛提、领导干部议、班子成员查、聚力
攻关改、基层群众评的方法步骤，对搜集
汇总的问题，从党委机关、班子成员和领
导干部身上“查症结”“找病根”，确保问
题查摆环节走深走实。

问题查摆中，该省军区坚持领导带
头，将班子成员检视出的问题纳入整治
清单，接受官兵监督；坚持以基层为镜，

对发现的问题从机关身上找“病根”，从
工作指导上找差距；坚持新官理旧账，不
推卸责任；坚持深挖“病灶”，对普遍性、
长期性问题“集体会诊”“准确把脉”；坚
持服务官兵，对侵占官兵利益问题不分
大小抓住不放，军人服务社服务差、连队
设施维修不及时等问题全部被列为整治
内容。

扎实查摆问题，务实推进整改。该
省军区党委坚持边查边改，对梳理出的
6个方面 22项问题，逐项研究制订整改
措施，责任到人、划定时限。目前，该省
军区正在大力落实解决“五多”问题为
基层减负的 12条具体措施，力争让主题
教育专项整治工作取得看得见、摸得着
的成效。

山西省军区党委坚持问题导向深化主题教育

查摆问题找根源 推进整改见行动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中，很多单位紧盯深化改革中的难

题抓整改，使一些矛盾问题得以“清

零”。这种做法值得提倡。

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难免

会遇到一些矛盾和问题。比如，有些移防

到新驻地的单位，家属随军、子女入学等

问题亟待解决；有些新成立的作战单位，

存在骨干人才不足、训练保障不到位等问

题。解决好这些矛盾问题，是做好改革

“下篇文章”的重要内容。只有将各种困

难和棘手问题尽快“清零”，才能让官兵轻

装上阵，把全部精力用于练兵备战。

改革考验的是忠诚、是担当，各级

领导干部要有直面困难的决心意志，勇

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积

极运用科学方法和创新思路，将矛盾问

题解决好，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红利。

整改落实，惟其艰难，更显勇毅。

我们期待更大的担当作为，期待更多

的问题“清零”。

期待更多问题“清零”
■秦昌伟

利 剑 出 鞘

盛夏的湖南桑植层峦叠嶂，沿途
风景如水墨画般徐徐展开，仿佛人在
画中游。路两侧的农家乐一家挨着一
家，不少游客趁着暑期来这里消夏避
暑。眼前的景象，让驱车山间的桑植
县人武部干部职工一行颇感欣慰。当
天，他们再次来到廖家村镇了解群众
生产生活情况。

位于武陵山脉腹地的桑植县，曾是
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也
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的起
点。1935年，红二、六军团从这里出发，
踏上了北上抗日的长征之路。
“我家住在武陵山，九山半水半分

田。”从这句曾在当地流传的顺口溜，人
们可以想象桑植县的自然条件。为帮助
老区人民脱贫，驻军曾协同多方力量参
与扶贫援建，扶持发展优势产业，该县人
武部还联合该县相关单位，按照县委“旅
游融合、产业扶贫、绿色发展”的总体思
路，向精准脱贫发起了攻坚战。

交通落后是发展的瓶颈。在三面环
水的王家湾村，村民曾靠骡马运输、肩挑
背负跋涉峭壁。为此，该县人武部协调
当地政府投入资金 80多万元，修通了一
条长 3000米、宽 4.5米的进村公路，并整

修加宽邻村村道，使周边 5 个移民村
6500 多名村民告别了“出行难”。如今
的王家湾村，很多村民买了摩托车，有的
还购置了运输车，做起了运输生意。
“脱贫攻坚，产业是关键。”记者了解

到，湖南省军区在桑植县驻点扶贫期间，
立足实际、精准设计帮助引进了 30多个
特色种植、养殖等产业项目。如今，这些
项目的效益逐一显现。

洪家关镇苦竹河村过去因“苦”出
名，湖南省军区派出的扶贫工作队考察
后认为，村里秀美的自然风光和古朴的
民居建筑是该村脱贫致富的宝贵资源。
为此，他们决定帮村里发展特色旅游业，
通过修缮古民居、建起餐馆酒店，将小山
村打造成张家界西线精品旅游线路。随
着“古村落游”“大峡谷平湖游”的兴起，
过去的“穷山沟”变成了令人向往的“桃
花源”。

筑路、架桥、修水利……转眼几年
间，山乡已巨变。在子弟兵的帮扶下，当
年的荒山野岭成了脱贫致富的“山村样
本”，今天的老区人民正铆足干劲为美好
生活而奋斗。

下图为桑植县城新貌。

李维跃摄

武陵腹地，军民同心拔“穷根”
■■赵 云 王艳妮 本报特约记者 周 仁

长 征 路 上 看 扶 贫

本报讯 毛宇、记者郭晨报道：记
者日前从海军后勤创新驱动成果展上获
悉，我军首套海上医疗救护模拟仿真训
练系统研发成功。该系统由解放军总医
院第六医学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多家单位
研发，独创智能化海战伤高级模拟人、
海战伤模拟人体套件等配套装备，能够
真实再现海上医疗救护及海战伤情，有
效提升医护人员海上战场救治能力和医
疗救护训练水平。

海上医疗救护模拟仿真训练系统，
是军队“十三五”后勤科研项目“海上

医疗救护模拟仿真关键技术研究”中的
一款装备系统，主要用于基层医护人员
开展海上医疗救护、紧急救治技能训练
和标准化操作考核，培养专业化海战伤
救治医疗队伍。

该系统以“勤务与技术并重、虚拟
与现实互补、单兵与团队兼顾、训练与
考核结合、平时与战时共享”为研制思
路，综合运用模拟仿真技术，构建海战
伤救治理论学习与考核、救治技能训练
与考核、战伤典型病例临床思维训练与
考核、生命支持操作与评估 4个模拟训

练模块。
据科研团队负责人介绍，该系统可

支持单兵训练和多人联训模式，最多可
保障 6人手术组同时训练。其中，智能
化海战伤高级模拟人可模拟伤员落水后
低体温症、烧伤、海水浸泡伤等海战伤
伤情；海战伤模拟人体套件具有解剖结
构清晰、可模拟多脏器损伤等特点。经
多次任务试用检验，该系统性能稳定，
较好地解决了海军舰艇医疗救护人员手
术操作训练以及海战伤救治训练中的多
个难题。

■独创智能化海战伤高级模拟人
■研发海战伤模拟人体套件装备

海上医疗救护模拟仿真训练系统问世

左图：8月20日，第73集团军某防

空旅组织开展防空作战战术演练。

图为某型防空导弹对低空目标实施

打击。 李源耕摄

下图：8月中旬，南部战区海军某驱

逐舰支队组织舰艇编队开展对抗演

练。图为舰艇发射实弹。

钱春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