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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新时代，呼唤乘风破浪的弄潮儿。
青春理想，青春活力，青春奋斗，是中国

力量、中国精神的重要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站在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薪火相传
的战略高度，关心青年成长成才，为做好新时
代青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
循。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怀揣远大理想、牢记
党的嘱托、肩负时代使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向前。

殷殷嘱托 关怀备至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青年工作，关心青年的成长

进步，为广大青年送去关怀、

寄予期望

2020年 2月 4日，身为北京大学援鄂医疗
队成员的刘金鹏在武汉抗疫前线度过了 23岁
生日。
“武汉的经历让我的青春更有意义。”武

汉工作期间，刘金鹏一直在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 ICU病房工作。除配
药打针工作外，还要负责重症患者使用呼吸
机和气管插管期间的护理、血滤病人的护理
等。

3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京大学
援鄂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的回信中说：“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你们青年人同在
一线英勇奋战的广大疫情防控人员一道，不
畏艰险、冲锋在前、舍生忘死，彰显了青春的
蓬勃力量，交出了合格答卷。”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
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
青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用极大力量做好青年工作。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在
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同年轻人对话。习近平
总书记的谆谆教诲，指引当代青年劈波斩浪，
推动当代青年不断向前。

谈理想——
“中国梦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也

是青年一代应该牢固树立的远大理想。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
苦找到的实现中国梦的正确道路，也是广大
青年应该牢固确立的人生信念。”

谈奋斗——
“广大青年要充分展现自己的抱负和激

情，胸怀理想、锤炼品格，脚踏实地、艰苦奋
斗，不断书写奉献青春的时代篇章。”

谈创造——
“要充分发挥青年的创造精神，勇于开拓

实践，勇于探索真理。养成了历史思维、辩证
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的习惯，终身受
用。”

走近青年、倾听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是青
年朋友的知心人，用朴实亲切的话语，为广大
青年健康成长提供全方位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用“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
就要扣好”的生动比喻，引导青年要养成正确
的价值取向；用“学习就必须求真学问，求真
理、悟道理、明事理”的语重心长，教育青年要
丰富学识、增长见识；用“年轻人不要老熬夜”
的深切关怀，叮嘱青年要注重身体健康……

针对不同行业、不同身份的青年朋友，
习近平总书记也深入研究他们成长成才的特
点和规律，用细致入微的关心，引导他们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希望志愿者们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志

愿服务精神，热情参与、真情奉献，提供细致
周到的服务，积极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
事，用青春的激情打造最美的‘中国名片’”。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南京青奥会志愿者”的
嘱托；
“希望广大海外学子秉持崇高理想，在中

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奋斗中实现自身价
值，努力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华彩篇章。”这是
习近平总书记对全体在德留学人员的期望；
“希望你们珍惜身穿戎装的机会，把热血

挥洒在实现强军梦的伟大实践之中，在军队
这个大舞台上施展才华，在军营这个大熔炉
里淬炼成钢，书写绚烂、无悔的青春篇章。”这
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南开大学新入伍大学生的
勉励；

……
深厚的期许、深情的嘱托、深刻的教诲，

如清泉滋润着青年的心田，如明灯点亮了当
代青年前进的道路。

2019 年 4 月 30 日，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
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话语铿锵：
“我们要用欣赏和赞许的眼光看待青年

的创新创造，积极支持他们在人生中出彩，为
青年取得的成就和成绩点赞、喝彩，让青春成
为中华民族生气勃发、高歌猛进的持久风景，
让青年英雄成为驱动中华民族加速迈向伟大
复兴的蓬勃力量！”

广大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下，以
健康向上、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勇立潮头、
争做先锋。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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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方、记者陈国全报道：近
日，海军 2020年度招收飞行学员任务完
成。记者从海军招飞办获悉，今年海军
从全国 22个省份招收的飞行学员中，有
三分之一来自海军青少年航空学校，高
考成绩全部超过一本线，平均成绩超一
本线 49分，舰载战斗机飞行学员录取数
量占录取总数的49%。

海军招飞办领导介绍，从今年的招飞
情况看，海军招飞生源地域结构得到持续
改善，军民融合精准育苗模式效益逐步释
放，录取学员文化成绩和综合素质明显提

升，舰载机飞行学员招收数质量实现了新
的突破，能够有效满足航母战斗力建设和
舰载机飞行人才培养需要。

近年来，着眼推进海军航空兵由岸
基向舰载转型，海军招飞工作紧紧围绕
舰载机飞行人才培养，从源头上持续构
建海军特色飞行学员招收选拔标准体
系。今年，海军招飞检测首次试行新的
医学鉴定标准，着重加强角膜地形图、视
觉对比敏感度、立体视觉、前庭及脊柱功
能等检测筛选；研究建立新的心理选拔
标准，增设舰载机飞行潜质检测平台，通

过机器评测和飞行专家评判相结合对招
飞对象心理品质进行综合评定，最终以
高考文化成绩加心理选拔成绩择优录取
舰载机飞行学员。下一步，将根据培养
方向和实际需要，依托地方名校对录取
的飞行学员进行“双学籍”军地联合培
养，依托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进行舰机融
合培养，依托海军航空大学进行系统飞
行培养。

据了解，今年全国约 16000 名青年
学生报名参加海军招飞，招收选拔基数
较往年持续增加。

海军2020年度招飞质效再创新高
录取学员高考平均成绩超一本线49分，舰载战斗机飞行学员录取占比49%

本报讯 段开尚、张督都报道：近
日，火箭军某团在一场实战化演练中，凭
借助理工程师池书琪研发的“数据流转
管控系统”，精准快速地为上级党委决策
提供了翔实全面的作战信息。该团领导
告诉笔者，这是他们发挥高学历人才创

新优势带来的成果之一。
调整改革后，该团作战训练所涉及

领域专业性更强、科技含量更高。为尽
早形成作战能力，他们聚焦人才队伍建
设，引进了一批“种子人才”，希望发挥高
学历干部优势打开新局面。

“要开辟人才培养使用新思路，既为
人才成长搭台，又为创新铺路。”该团从构
建人才库入手，详细梳理高学历干部的专
业特长和差距不足等信息，并结合个人所
缺与战位所需、个人所长与创新所需定岗
分配，精准设计成才路线图和创新筹划图。

与此同时，他们还联系上级机关和
武器装备生产厂家，分批次多方向安排
高学历干部到任务前线跟岗见学、到训
练一线跟训调研、到车间厂房跟研取经；
邀请专家为高学历干部提供创新指导、
技术支持和成果把关。

一套“组合拳”下来，该团制约战斗力
生成的“梗阻点”被打通。工程师尤刚开
发出“三情态势信息查阅系统”等，大幅提
高筹划指挥效率；博士工程师屈龙海立足
战位实际，总结形成作战任务规划“15步
法”……团队多次参加重大演训任务，高
学历干部和他们的创新成果显威战场。

火箭军某团发挥高学历人才作用推动战斗力稳步提升

为成长搭台 为创新铺路

冒小驰的 25 岁生日，是在病床上
过的。

4次肺泡灌洗手术、呼吸机辅助呼
吸、多轮抗感染治疗……8月 7日，经过
16天救治，第 72集团军某旅排长冒小驰
脱离生命危险，病情趋于平稳，转至普通
病房接受后续治疗。

病房内，冒小驰躺在病床上，脸色仍
有些苍白。看到生日祝福视频里仍在抗
洪一线的战友们，他忘记了嘴角尚未愈
合的伤口，露出笑容。

这一幕，让指导员光启龙看得湿了
眼眶。他告诉记者：“医生从小驰的肺泡
中吸出大量污水和水草。短短 10多天，
他整个人瘦了一圈。”

病房里摆放着获救群众送来的鲜花
和卡片，一位老师在卡片上写道：“最可
爱的人啊，请你一定要醒来。你是孩子
们心中的英雄！”

英雄，这个代表荣耀的词汇，对年
轻的冒小驰来说，是一段危险的生死旅
程——

7月 22日上午，安徽白石天河石大
圩段决堤，高差近 7米的洪流沿着决口
倾泻而下。堵决口的 6台挖掘机，总重
量超过60吨，瞬间被洪水冲走。

短短数分钟，圩内农田、池塘等低洼
地域就连成一片汪洋。此时，下游 7个
行政村的群众还未撤离完毕！
“党员骨干留下转移群众，其他人员

迅速撤离！”营长范金鑫果断下令，28人
的党员突击队火速转移村民。

担任值班员的排长冒小驰背起救援
绳，护送村民转移。就在他和战友们转移

完村民时，又接到救援请求。原来，2名地
方企业员工往外撤离时被洪水围困。

没有片刻犹豫，冒小驰与战友们立
刻折返，再次拉起绳子筑起人墙，保护 2
名群众转移。此时，村庄的多间房舍已
经垮塌，突击队员脚下站立的地方即将
成为孤岛。但通往高地的路上，还有一
段长约40米的受阻道路。
“我是值班员，让我到最危险的地方

去！”被淹道路中间地势最低、水势最急，
冒小驰主动站在了中间位置。此时，决
口越来越大，洪水夹杂着大量木桩和树
枝，把近似直线的人墙冲成弧形。冒小
驰，就站在这条弧线的最顶端。

就在最后 2名群众拽着绳索、倚着
官兵安全抵达对岸时，激流之中的冒小
驰忽然被洪水冲倒。
“抓住！抓住！抓住！”身边战友

大声呼喊，试图通过绳索将他拉回队
伍之中。

急流直下的洪水形成巨大漩涡，冒
小驰拼尽浑身力气挣扎，还是被猛烈的
洪水卷入漩涡中。

在漩涡中心挣扎的5分钟，对冒小驰
来说很漫长。浑浊的洪水混杂着杂草灌
进他的身体，直到他失去意识。

这 5分钟，对他的战友来说只是一
瞬间。跑向下游，跳进洪水，截住冒小
驰……
“当时周围一片汪洋，我们马上在洪

水中托起他，按压他的胸口进行心肺复
苏。”回忆起当时营救的情景，范金鑫心
有余悸。

终于，冒小驰吐出一大口污水，意识
逐渐恢复。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回想起自己
在洪水中转移群众落水负伤的经过，冒
小驰态度坚定。他说：“走上大堤，我已
做好牺牲一切的准备，付出再大代价，也
决不后悔！”

英雄归来，洪水退去。子弟兵危难
时刻舍生忘死的战斗身影，永远铭刻在
人民心中。

主人公照片由作者提供

“付出再大代价，也决不后悔”
—记第72集团军某旅排长冒小驰

■本报特约记者 童祖静 通讯员 黄远辉

防汛救灾一线群英谱

8月14日，东部战区陆军某旅

与海军某登陆舰支队联合开展海上

课目训练，提升两栖作战能力。

邱瑞清摄

本报讯 黄立华、特约记者杨磊报
道：盛夏时节，晋南某机场铁翼飞旋，陆军
航空兵学院飞行学员李明月驾驶直-19
武装直升机进行空域飞行训练。据悉，李
明月是该院首批完成部队主战机型改装
的学员之一。

直-19是我国自主研发制造的一款
武装直升机兼侦察直升机，是当前部队
的主战机型之一。记者了解到，以往受
训练条件、教学模式等因素影响，像李明
月这样的飞行学员要到部队重新改装训
练才能驾驭主战机型。

飞行学员改装部队主战机型，是该
院深入推进飞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一
个具体举措。据该院领导介绍，他们通
过加快装备补充调整，前置部队训练内
容，增加飞行训练时次，增训高难课目内

容，推动飞行学员从掌握基本驾驶技术
向能遂行作战任务转型。

国产武装直升机多为串列式机
身，对学员来说驾驶难度更高。记者
在川南某机场看到，一架直升机由远
及近飞向跑道，一阵滑跑后稳稳停落
在预定地点。这是飞行学员邹棱宽驾
驶直-10 武装直升机进行滑跑着陆训
练。“改装部队主战机型，让我的操纵
技能和注意力分配都有了很大提升。”
邹棱宽说。
“雏鹰”展翅向战飞。如今，首批完

成部队主战机型改装的飞行学员即将奔
赴部队。该院领导说，他们将进一步优
化飞行教学训练模式、加强师资力量、改
善训练设施，推进院校教学与部队需求
紧密对接。

陆军航空兵学院推进飞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飞行学员改装部队主战机型

“勤快只能把事情做完，用心才

能做到极致。”这是最美新时代革命

军人、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急诊重症医学科护士长陈静的职业

心得。

使命召唤从不迟到，任务面前从

不缺席。无论是日常工作，还是遂行

战斗任务，陈静一直保持着那股拼劲，

始终把工作做到极致。

不凡出自平凡，点滴造就伟大。

很多模范人物之所以能把普通工作做

得不普通，无不源于用心用情用力。

“不怕无策，就怕无心。”这个心是事业

心、责任心，把工作当成事业干，就能

心无旁骛、干出名堂。这个心也是卓

越之心、精品之心，干工作不仅要完

成，更要完美。

军人是要上战场的。战场上的较

量，始于平时对待工作的态度。日常

工作力求超越、力求最佳，战时就能高

敌一招、胜敌一筹。平时不用心，上了

战场就缺少打赢的砝码。

战场无亚军，军人任何时候都应

把工作做到极致。我们都要像陈静那

样，保持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脚踏实

地把本职工作做好，努力在平凡的岗

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成就。

用心才能做到极致
■贾 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