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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马和帕丽，女，哈萨克

族。2013年9月入伍，现任新疆军区某

团坦克二连指导员。2018年当选第十

三届全国人大代表，2019年被表彰为

陆军第二届“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

兵，获得“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称号，荣

立二等功、三等功各1次。所带连队连

续两年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连”，连

队党支部被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盛夏时节，热浪逼人，在新疆军区
某训练场，只见一辆坦克穿山谷、越壕
沟，卷起一股土黄色烟尘，径直冲向
100多米长的一处陡坡。

让很多人没想到的是，驾驶这辆
坦克的竟是一位女军人！她就是新疆
军区某团坦克二连指导员马和帕丽。
“马和帕丽”，在哈萨克族传说

中是一种永不衰败的天山之花，象
征着执着和坚强。在新疆军区某
团，这位哈萨克族女军人马和帕丽
勇敢挑战自我，在滚滚的铁甲洪流

中绽放青春。
故事要从两年前的夏天说起。当

时，还在通信连当排长的马和帕丽自
荐到坦克连工作。消息一出，全团一
片热议：坦克连清一色男兵，专业技术
要求高，训练非常艰苦，女同志去了，
连饮食起居都不方便，更别提带兵打
仗了！

马和帕丽撂下一句硬话：“只要组
织上给我一份信任，我就还组织一份
精彩！”熟悉她的人都知道，马和帕丽
有说这句话的底气——

当新兵，她在同年兵中第一个独
立值勤；当上等兵，她成为全师历史上
第一个提干的女兵；当排长，她主动学
习装甲装备技术……

2018年 7月，表现突出的马和帕丽
被任命为坦克连指导员。一时间，全
团官兵的目光都盯在了马和帕丽身
上：这位女主官能行吗？

马和帕丽心里清楚，要得到官兵
认可，办法只有一个，先当一个合格的
坦克兵！

坦克兵有驾驶、通信、射击三大专
业，马和帕丽上来就瞄准了对她而言
难度最大的驾驶专业。
“坦克驾驶训练环境恶劣，除了反

复强烈刺激，直到生理适应外，没有捷
径可走！”让教练员杨全威难忘的是，
马和帕丽每次都在裤兜里装几个塑料
袋，即使晕车呕吐，也从不叫停。

驾驶坦克对力量有较高要求，马
和帕丽一边提高训练强度增肌，一边
加大热量摄入增重。几个月下来，“脾
气暴躁”的坦克被她彻底驯服。也就
是这时，马和帕丽发现，官兵们看她的
眼神里不再有疏远和怀疑。
“先让战士们忘掉我的性别，然后

我再来发挥女性优势做好思想工作！”
对于当好这个男兵连的女指导员，马
和帕丽颇有章法。

上士赵峰和女朋友昝云恋爱期
间，马和帕丽一边添加昝云的微信，
从女性的角度介绍赵峰，一边帮赵
峰策划浪漫的求婚仪式。昝云回忆
说，那次她受马和帕丽之邀来到部
队时，看到官兵围成的心形队伍，既
惊喜又感动。如今，她和赵峰的孩
子已经满月。

上等兵董春泽体能基础差，缺乏
自信。马和帕丽发现他歌唱得好，就
把他推荐到团里的乐队担任主唱。董
春泽第一次在全团官兵面前演唱时，
马和帕丽拽着几个战友来到舞台前
面，举着荧光棒为他加油助威。就这
样，董春泽变得自信，军事训练成绩也
有了明显提升……
“我们指导员的带兵育人故事，就

像藤上甜美的葡萄一串串！”谈起马和
帕丽，连队官兵一个个抢着说。有战
士记得冬训时她送的暖宝贴，有战士
记得过节时她为官兵做的咖喱饭，还
有的记得她从自身视角讲述的“恋爱
那些事儿”，用短视频《啥是佩奇》讲授
的亲情教育课……

这两年，马和帕丽带着官兵建起
了“坦克兵文化长廊”等 7个特色文化
阵地，进一步坚定官兵听党话、跟党走
的理想信念，激发官兵献身使命的血
性斗志。人心齐、泰山移，连队建设水
涨船高，连续两年被评为“军事训练一
级连”，连队党支部被评为“先进基层
党组织”。

左上图：马和帕丽在训练中。

袁 凯摄

陆军第二届“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新疆军区
某团坦克二连指导员马和帕丽—

“天山之花”，在铁甲洪流中绽放
■唐超山 本报特约记者 黄宗兴 记者 钱晓虎

奋斗是成就事业的基础，
拼搏是军人最美的姿态。

迈入新时代，全军官兵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
思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拼搏、迎难而
上，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不懈奋斗，
取得一个个辉煌成就，涌现出许许多多英雄
模范。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 13 位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这
13 名官兵虽然岗位不同、经
历不同，但都有坚定的理想信

念，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突出贡献。他们是
全军官兵的优秀代表，也是全军官兵学习的榜
样。从即日起，本报开设“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风采”专栏，讲述“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奋斗
故事，激励广大官兵立足岗位主动作为，为实现
中国梦强军梦贡献力量。

开 栏 的 话

上图：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第72集团军某部

在抗洪一线组织“八一”主题活动，激励官兵牢记

初心使命，在抗洪战场再立新功。图为官兵在横

幅上签名。 肖雨轩摄

左图：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驻藏空军部队

举办“戍天雪域·逐梦蓝天”军营开放日活动。图

为飞行训练表演。 温志军摄

本报讯 记者孙兴维、通讯员高玉
地报道：记者近日获悉，中国融通资产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融通集
团）出台《酒店行业为军惠军实施意见
（试行）》，对优惠对象、项目等进行明确
规范。这项服务措施从8月 1日起实施。

中国融通集团所属酒店为军惠军
服务对象包括两类：一类为军队单位，
即军队单位组织的会议、培训等公务活
动。另一类为军队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即现役军官、士官、义务兵，有军籍的院
校学员，文职人员，军队管理的离退休
军人，以及上述人员的配偶、子女、父
母、配偶父母。

为军队单位提供的优惠措施主要
包括：建立服务保障对接机制，每年初，
制订为军服务保障计划，每半年，酒店
与驻地军队单位进行工作对接，通报供
需情况；在军队大单位机关驻地或驻军
比较集中的北京等 9个城市，依托酒店

设置 15 个会议保障中心，承担保障军
队单位组织的大型会议、培训等活动，
完善相关的保密措施；酒店成立接待专
班，负责军队会议等活动的预定、安排，
按计划预留客房、会议室等接待资源，
对临时性的保障需求，在成员酒店中统
筹调整解决；军队单位举办的会议、培
训等活动，相关费用按军队会议费、培
训费等有关规定收取。

为军队人员及其亲属提供的优惠措
施主要包括：中央军委批准的“全军挂像
英模”的直系亲属、中央军委授予“八一
勋章”的人员入住酒店，每年免费享受食
宿 1个月；军队人员因公出差，住宿按军
队差旅费有关规定明确的限额标准收
费，就餐享受 8折优惠；军队人员及其直
系亲属因私食宿，住宿费按门市价的 6
折或携程网站当期公布价的 7折优惠，
就低执行，就餐享受 8折优惠；军队人员
在酒店入住或就餐，自动成为酒店银卡

会员，享受相应优惠优待。
军队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入住酒店

时，使用身份证办理相关手续，凭军官
证、士官证、士兵证、文职人员证、离退休
证等有效证件享受相应优惠政策。

军队单位和军队人员可通过酒店官
方网站（www.ronghotels.com）、“融旅饭
店”微信小程序、酒店预订电话或 400-
608-8181进行查询、预订。

中国融通集团酒店行业出台为军惠军服务措施
为全军现役军官、士官、义务兵，有军籍的院校学员，文职人员，军队

管理的离退休军人，以及上述人员的配偶、子女、父母、配偶父母服务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8月 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尼
泊尔总统班达里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65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尼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建交65
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增强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
作。去年，我和班达里总统实现互访，将两国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
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
助，并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谱写了中尼友谊新篇章。我高度重视
中尼关系发展，愿同班达里总统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
迈进，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大福祉，为地区稳定和发展贡献积极力量。

班达里在贺电中表示，尼中友谊源远流长，基础深厚。建交
以来，两国关系显著拓展和深化。尼方欢迎中方提出的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尼方赞赏
中方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衷心感谢中方为尼抗击
疫情提供的宝贵支持。尼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全面落实两国
元首达成的广泛共识，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尼泊尔总理奥利也互致贺电。李
克强在贺电中说，今年以来，中尼双方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进
一步增强两国互信与友谊。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加强各领域全方
位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
阶。奥利在贺电中表示，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向
前发展。尼方感谢中方支持尼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待同中方
密切合作，实现经济复苏，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就中尼建交65周年

习近平同尼泊尔总统班达里互致贺电
李克强同尼泊尔总理奥利互致贺电

扫码查询“中国融通

集团所属成员酒店名单”

连日来，第74集团军某旅“硬骨头六
连”的先进事迹，经本报和其他媒体广泛
报道后，在全军部队引起热烈反响。“硬骨
头六连”是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建连育人的
先锋模范，是瞄准强敌练兵备战的时代标
杆，是新时代基层建设的一面旗帜。广大
官兵纷纷表示，要以“硬骨头六连”为榜
样，锤炼铁心向党的硬骨忠魂、战则必胜
的硬骨担当、刺刀见红的硬骨底色，苦练
打赢本领，逐梦强军兴军新征程。

第74集团军某旅专门组织官兵通过
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报道，学习
“硬骨头六连”的先进事迹。该旅女子导
弹连指导员赵艺璇说：“党支部是攻坚克
难的坚强堡垒。我们要像‘硬骨头六连’
那样，按打仗要求强班子建队伍，打造铁
一般的支部，带出持久过硬的连队。”

赓续优良传统，争创更大荣誉。和
“硬骨头六连”一样，第82集团军某旅“百
发百中连”也是一支在烽火硝烟中诞生的
英雄连队。“硬骨头六连”官兵“荣誉不当包
袱背，锦旗不当遮羞布”的进取精神，令他
们感慨不已。该旅教导员解潇说：“我们
要向先进看齐，加倍努力取得更好成绩！”

第 72集团军某旅、第 73集团军某旅
官兵正坚守抗洪一线。任务间隙，他们
通过网络媒体收听收看了“硬骨头六连”

的先进事迹报道。官兵们表示，一定要
把“逢敌必亮剑”的“硬骨头精神”转化到
勇抗洪魔的战斗中。收看“硬骨头六连”
的新闻报道后，第 18批赴黎巴嫩维和官
兵展开热烈讨论。班长薛镭说：“与‘硬
骨头六连’同属一支部队，深感荣幸。我
们会守好每一个维和战位，擦亮‘硬骨
头’名片！”空军某信息通信旅官兵表示，
担负战备值勤的岗位更需要发扬“硬骨
头精神”，用“三股劲”啃专业技术“硬骨
头”，时刻保持号令高效畅通。

濒海滩头，战车轰鸣。参加演训任务
的海军陆战队某旅官兵热情高涨。指导员
兰杰说：“‘两栖当尖兵，有我无对手’是我
们的座右铭。只有用硬骨血性砥砺‘火蓝
刀锋’，才能不断加速新质作战力量生成。”

西北大漠，黄沙漫天。在学习“硬骨
头六连”先进事迹后，某防空旅官兵以昂
扬斗志投入到实弹演练中；新疆喀什军分
区某部官兵昼夜连贯组织战术综合演练，
磨砺实战硬功。营长刘冠武表示：“我们
要学习六连敢打硬仗恶仗的战斗作风，矢
志打赢、苦练本领，时刻准备上战场！”

高原天路，铁骑驰骋。新疆军区某
汽车运输团、西藏军区川藏兵站部某运
输分队，把学习活动设在千里边防运输
线上。官兵们感慨：“高原天路是汽车兵

摔打‘硬骨头’的最佳场所。我们要一往
无前、不惧艰险，勇敢肩负起新时代赋予
的神圣使命。”

陆军某基地、第 80集团军某旅、海
军航空兵某旅、北部战区海军某防救支
队机动救捞中队、武警湖南总队机动支
队等部队将“硬骨头六连”的先进事迹作
为深化“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
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官兵对标先
进典型，培塑赤胆忠诚、英勇顽强、敢打
必胜的精神品质。
“到基层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集中学习“硬骨头
六连”先进事迹后，陆军工程大学毕业学
员们扎根基层的信念更加坚定。“硬骨头
六连”一班原班长林新祥，即将从陆军军
事交通学院毕业，他说：“作为一名‘硬骨
头战士’，两年的军校时光让我加钢淬
火。回到连队，我要继续为战斗力建设
贡献力量。”
（本报北京8月1日电 记者韩成，

特约记者张圣涛、周俊谊、赵欣、徐鹏、吴
浩宇、于正兴、云利孝，通讯员符宜文、张
宇驰、赵帅、黄志伟、汪书弘、郑强龙、李

小龙、郭宏、张弘赞、邓泽铭、林蒋杰、龙

轩磊、郑烨、张勇、王世博、许玉琪、崔健

等采写）

赓续红色基因 矢志强军打赢
—第74集团军某旅“硬骨头六连”先进事迹在全军部队引起热烈反响

本报讯 潘梦婷、特约记者迟玉光报道：近日，东部
战区空军组织集中授课，4名来自英雄部队的官兵，深情
讲述所在部队传承英雄战斗精神的故事。该战区空军
官兵通过视频系统同步听课，与英雄传人一同回溯峥嵘
岁月里的血性豪情，思考如何在新时代传承英雄精神。
“英雄谱”根植红色基因，“传家宝”记录胜战故

事。该战区空军党委机关感到，部队在长期革命斗争
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是培育青年官兵战斗精神的
宝贵财富。今年年初，他们专门制订下发大力培育“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战斗精神方案，明确学习战史战例
战斗英雄、加强心理行为训练、融入任务实践砥砺血性
等 10项措施。

他们充分利用驻地红色教育资源，从协作挂牌的 50
个教育基地中，邀请“金牌讲解员”为官兵讲述我党我军
成长壮大中的红色经典故事；深度挖掘部队英雄人物事
迹，采取情景短剧、故事讲述、沙画艺术等形式，将抗美
援朝激烈空战、地导营击落外军高空侦察机等战例搬上
舞台，增加教育的时代性和感召力；结合实战化训练、演
练驻训等重大任务，广泛开展“强军有我、使命在肩”群
众性实践活动，引导官兵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锤炼战斗
作风、磨炼战斗意志。
“既要培塑敢战意志，也要练强胜战本领，做到钢多

气更多，骨头更硬。”某旅指导员葛初聪是授课人之一。
授课中，他用珍贵影像资料，生动再现了杜凤瑞血洒长
空的英雄故事。在英雄精神的引领下，该旅在改装新机
第二年就斩获 4顶“金头盔”，第三年夺得 4个“金飞镖”，
被表彰为空军突防突击竞赛性考核“优胜单位”。“最好
的传承，就是练强打赢本领，像英雄那样去战斗！”现任
杜凤瑞大队大队长邱麟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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