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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徐鹏、赵欣报道：
“’98抗洪，我连第一个发现险情、第一
个封堵决口，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赢得了宝贵时间。”“八一”前夕，原第 1
集团军某旅反坦克连连长贺得华受邀走
上江西余干县枫富联圩，向坚守抗洪一
线的第 73集团军某旅官兵讲述“抗洪模
范连”的故事。

抗洪一线如何深入开展主题教育，
激发官兵血性胆气？从 1998 年至今的
22年间，该旅官兵五进江西抗洪，把忠
诚和汗水播撒在江西大地。该旅党委一
班人认为，这段波澜壮阔的抗洪历史正

是开展主题教育的生动素材。
为此，他们广泛开展“传承抗洪精

神、迈步强军征程”系列活动，引导官兵
学习抗洪历史、争当抗洪标兵。他们以
部队老兵参加抗洪的感人故事为教材，
通过板报墙报、微信公众号、数字史馆等
平台，全方位展示部队抗洪历程，引导官
兵坚定战胜洪魔的信心决心；组织“主官
讲救灾历史、老兵讲英雄事迹、战士讲身
边模范”故事会，教育官兵秉承前辈精
神，当好英雄接班人；在抗洪一线开展岗
位建功活动，激励官兵铆在抗洪大堤履
职尽责。

“’98抗洪时，六班战士傅俊华扛着
沙包晕倒在大堤，医生检查时发现，傅俊
华的肩膀已经和救生衣黏在一起，血肉模
糊……”在鄱阳湖大堤下顺塘段，连史讲
解员唐国荣打开手机数字史馆，向战友们
讲述“一件血色救生衣的故事”。战士李
洪浩听后深有感触地说：“子弟兵就是百
姓的救生衣！危急关头，我们必须上！”

入赣战洪峰，抢险立新功。近日，
江西省鄱阳县珠湖联圩防波堤背水面
出现多处渗漏，该旅“拥政爱民模范连”
官兵迅即出动，连续奋战 6个小时，成功
排除险情。

第73集团军某旅重温抗洪抢险历史

抗洪精神淬砺血性胆气

本报讯 何宗卯、张可煜报道：“’98
抗洪期间，老兵翟冲因劳累过度昏倒在
大堤上，他苏醒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
回连队扛沙包’！”7月 26日，刚完成堤坝
加固任务的武警南昌支队官兵来到大堤
临时休息点，一场主题为“闻‘汛’而动、
向险而行”的红色故事会随即展开。

连日来，该支队 340 余名官兵昼夜
奋战抢险救灾一线，担负加固堤坝、封堵
管涌、转移群众等重任。针对艰苦环境
下官兵易出现烦躁情绪、倦怠思想的实
际，该支队结合主题教育跟进做好思想
发动，在抗洪一线开展“保卫英雄城、争
当英雄兵”活动，激发官兵战洪魔、立新
功的豪情斗志。

该支队邀请文艺轻骑兵深入各任
务点，唱红色歌曲、演红色剧目；开展
“学军史、话传承”讨论，通过视频连
线，请革命前辈和退伍老兵讲述光辉
历史、送上成才寄语；挖掘驻地丰厚的
红色历史资源，编印《英雄城里话英
雄》红色故事集。

7 月 20 日凌晨，赣西大堤南昌新
建区大塘坪乡段出现塌坡，该支队预
提指挥士官集训队排长盛瑞强忍着
膝关节疼痛，和战友们火速赶到现
场。挖沟排水、清除淤泥、巩固堤坝……
他们连续奋战 5个多小时，成功排除险
情。面对战友们的点赞，盛瑞平静地
说：“扛好每袋沙包，固好每段堤坝，我
只是做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和抗洪前
辈付出的巨大牺牲相比，这根本不算
什么。”

闻令而动，英雄本色。拂晓，盛瑞和
战友们又斗志昂扬地向下一处险情突发
地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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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段开尚、特约记者冯金源
报道：“手臂被子弹射穿，鲜血喷出 1米
多远，伤口化脓后用麻绳扎着做手术，
吊着受伤的手臂依然指挥作战。粟裕
将军一生多次负伤，指挥打赢无数场硬
仗。”7月下旬，火箭军“东风第一旅”在
“地下龙宫”组织“胜战榜样故事会”，官
兵自选一名战将作为自己的胜战榜样，
轮流登台讲述战斗故事。
“学用军史就是最好的回望初心。”

据该旅领导介绍，他们注重从军史中汲
取智慧和力量，激励官兵精读战史书

籍、学习战将榜样、书写战斗格言，在重
大任务、重要时间节点举办“胜战榜样
故事会”，激发官兵强军兴军的豪情。
“传承到我们这一代，薪火要燃得更

旺！”从军史故事到旅队历史，官兵深情
回顾旅队组建之初，先辈们扎根戈壁，用
榆树皮、骆驼草充饥，打出“争气弹”、挺
起“国家脊梁”的故事。活动中，他们结
合使命任务，在岗位上与先进典型对标，
相互鼓励鞭策，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
投身练兵备战。

一位战将一面旗，一个故事一堂

课。记者在故事会现场看到，官兵选取
的胜战榜样极富传奇色彩，讲述的战斗
故事精彩纷呈。一级军士长孙世军对
此感触颇深：“学透一位英雄战将，就读
懂了一段红色历史；聆听一段战斗故
事，就领悟了一种革命精神。人人心中
有榜样，练兵时时有动力。”

故事会刚刚结束，“地下龙宫”战斗
警报随即拉响。官兵闻令而动，迅疾携
带战斗装具奔赴战位，在密闭作战环境
中连续应对多课目高难度任务挑战，圆
满完成演练任务。

火箭军“东风第一旅”组织官兵学军史讲军史

胜战榜样激发练兵动力

本报讯 万永康报道：“祖父参加抗
美援朝战争，叔父参与汶川抗震救灾，我
和弟弟分别战斗在万里海疆和抗洪一
线，我们一家三代，始终保持从军报国
的传统！”建军节前夕，南部战区海军某
大队南拖 174船利用执行任务间隙组织
“八一故事会”，战士张世浩讲述自己一
家三代从军报国的故事，在官兵中引起
思想共鸣。
“任务部队航行海上，无法前往革

命圣地举行现地教育，而且网络通信不
畅，运用新媒体开展远程教育也不方
便。”该大队政治工作处主任黄述毅告
诉笔者，大队舰船常年处于动散状态，
要让主题教育真正入脑入心，就必须充
分发挥官兵主体作用，不拘形式开拓教
育新路径。

为充分调动官兵参与教育的积极

性，该大队组织任务舰船开展“八一故
事会”活动，鼓励官兵登台讲述自己或
家人从军报国的故事，感悟人民军队的
优良传统。此外，他们还将官兵口述的
军旅故事整理编印成《强军故事集》，并
配以相应的历史资料和图片，激发官兵
自觉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军史的热情。
“1998 年家乡发洪水的时候我才 6

岁，是部队官兵挽救了我和母亲的生
命。从那时起，我就立志长大后要当
兵！”来自江西九江的下士于霄，与战友
们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共话入伍初心。
“军旅故事不仅是丰富的教育资源，

更是官兵的‘强心泵’、战斗力的‘倍增
器’。”该大队洞庭湖舰领导感慨道。该
舰官兵始终以饱满的战斗热情投身到演
练中，多名官兵因表现出色受到上级机
关通报表扬。

强军故事坚定报国信念

本报讯 张清洪、特约记者张雷报
道：“我是‘空中霹雳虎’传人，我宣誓：
绝对忠诚、矢志打赢、勇于担当、无私奉
献……”7 月底，中部战区空军某旅组
织“虎娃入营”仪式，38 名机务新学兵
走进旅史馆庄严宣誓。这是该旅挖
掘旅队精神内核，持续深化主题教育
的一个场景。

据了解，该旅曾在国土防空战斗中
取得辉煌战绩，被誉为“空中霹雳虎”，涌
现出“夜空猎手”王文礼等英雄模范。今
年的主题教育中，该旅结合党史、新中国
史、军史学习活动，深入挖掘部队战斗历
史，引导官兵感悟建军 93年光辉历程，
牢记初心使命、增强担当意识，从而激发
练兵备战动力。

寻根塑魂，文化育人。该旅针对
青年官兵特点，系统打造教育品牌。
他们赴 9 省市寻访英雄，广泛搜集珍
贵史料；编印下发旅史画册、漫画集
和故事集；制作旅队红色基因谱系，

用 40个旅史故事诠释旅队精神；创作
旅歌、制作徽标、提炼队训，打造
“空中霹雳虎”特色文化，让旅队精神
深入兵心。

为增强教育吸引力，他们还采取演
情景短剧、讲英雄故事的形式，再现官兵
参与各类大项任务的场景，引导官兵重
温奋斗历程；成立红色宣讲队，培养基层
红色讲解员，发动官兵挖掘整理旅队红
色历史；总结提炼“空中霹雳虎”传人誓
词，制订特色仪式教育规范，利用新兵和
新干部入营、执行演训任务等时机，组织
“虎娃入营”“猛虎出山”等仪式活动，激
发官兵血性胆气。

前不久，该旅利用执行某重大演练
任务间隙，组织官兵重温旅队专攻精练
创新战法，最终以劣势装备击落敌超音
速战机的辉煌战史。回望历史铭记初
心，有效激发了官兵淬火攻坚的昂扬斗
志，在近期组织的实弹射击考核中，该旅
优秀率同比上升。

特色文化催生强军豪情
江西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陈

列大厅，迎面是一座名为“石破天惊”

的雕塑：强劲有力的大手，从崩裂的石

块中伸出，紧扣汉阳造步枪的扳机。

“用枪炮把这沉重的黑夜赶走！”

一位开国少将记录下1927年8月1

日亲历的一幕,“整个南昌好像沸腾

了，枪声砰砰，炮声隆隆，火光闪闪。”

军队存在为打仗。人民军队从

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冒着战争的炮火

硝烟，历经血与火的洗礼，先后与一

个个强敌、顽寇生死较量，创造了从

胜利走向胜利的战争奇迹。遭数次

“围剿”仍红旗漫卷、行万里长征仍豪

迈昂扬，折断了日寇的尖刀、战胜了

国内反动派，跨过鸭绿江平息战火、

蹲守猫耳洞戍卫边疆……93载峥嵘

岁月，见证了人民军队的浴血荣光。

强军是强国的标配，强国是强

军的底气。一个强大的国家必定有

一支能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的强大军队。120年前，八国

联军入侵北京，全部兵力不足两

万。清政府却束手无策，被迫签订

《辛丑条约》，赔款4亿5000万两白

银。如此少的武装敌寇却能索取到

如此巨大的赔款额，这在世界战争

史上也是一个“奇迹”。中国近代史

上一次次“剜心之痛”一再警示我

们：落后就要挨打，军弱必受欺凌。

军人生来为战胜。一支军队能

不能打胜仗，最根本的还是要看军

人是否具有“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

任何敌人所压倒”的英雄气概和作

战能力。今天，中华民族能够挺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能够与

各国人民平等相处，正是因为前面

挺立着无数像舍身炸碉堡的董存

瑞、“三个不相信”的杨根思、视使命

高于生命的杨业功一样的军人。军

人最大的奉献是捍卫和平，对祖国

和人民最大的忠诚就是夺取胜利。

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

所惜，这才是人民子弟兵必须具备

的宝贵精神。

我军素以能征善战著称于世，

但能打胜仗的标准是随着时代发展

而变化的，以前能打胜仗不等于现在

能打胜仗，更不等于未来能成为战场

赢家。昨天的辉煌并不能代表今天

的实力，更不意味着明天的胜利。如

果一支军队没有危机感和紧迫感，平

素慕于虚荣而荒于训练、疲于应付而

疏于战备，那么即使铁甲再坚、兵力

再众，也必将沦为败军之师。

“有一片风浪我们紧盯着，有一

种号令我们等待着。”战争年代，军

队必须赴汤蹈火；岁月静好，军队更

要负重前行。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

形势，面对暗流涌动的安全环境，人

民军队完全有决心有能力捍卫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让明天的战

争变成一切挑衅者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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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入画卷 军旗耀征程

强军论坛

“八一”特别策划—

南部战区海军某大队组织

“八一故事会”

中部战区空军某旅深入挖掘

旅队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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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海军某部官兵重温入伍誓词。 王 青摄

右图：火箭军某旅组织实弹发射演练。 王 杰摄

下图：空军航空兵某团开展飞行训练。 汤怀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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