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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强军同行与强军同行

本报讯 胡强、记者晏良报道：3
月中旬，西藏军区某运输旅兵发藏北高
原，昼夜兼程跨越 500多公里，打破远
距离长途运输记录。对此，参与训练的
作训科参谋多吉次仁很有感触：训练取
得新突破，得益于军地合力建设的上百
个社会化保障网点。此次远程机动，千
人百车在公路沿线的地方修理厂、加油
站等就近实施保障，有效提升部队运输
效率。

“高寒缺氧的自然环境，给部队保

障带来运输投送难、医疗救治难等问
题。”西藏军区保障部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他们注重发挥地方技术和人才优
势，与多家地方企业和科研院所展开合
作，将高寒山地物资供应、吸氧保健等
30多项难题纳入军地合力攻关范畴，
通过建立军地互通的保障模块、研发军
地共用的高热量口粮、编织军地兼备的
应急救治网，共同助推部队战斗力提质
增效。

科技共建带来军地双赢。近年来，
西藏军区保障部和地方先后签订13项
合作框架协议，组织新型高原特需食
品、巡逻速干衣、改进型携行包、轻质墙
材料等多项课题联合攻关，不但填补了

我军高原食品、巡逻用具、营房建材等
多项空白，还有效提升边防备战训练、
巡逻执勤质量效率。如今，边防一线官
兵巡逻携行量普遍减轻10%以上，官兵
耐疲劳、抵严寒、抗缺氧能力显著增强。

一系列新技术运用到高原战场，
官兵训练、保障模式发生较大改变。
正在组织飞行训练的某陆航旅官兵一
改以往的训练习惯，利用军地联合研
发的某款软件，与西藏自治区气象、交
通等多部门专家联合“排兵布阵”，通
过气象互通、航线共管等方式组织城
镇复杂条件下飞行演练，进一步检验
了部队实战能力。

无独有偶，正在开展医疗救护训练

的某直属保障大队也感受到科研共建
带来的训练成果。他们利用军地共同
研发的某款专用湿巾，解决了野战环境
下官兵伤口紧急止血难题，帮助受伤官
兵在等待送医的过程中完成自我消毒，
不但为战场医疗队争取了“黄金 30分
钟”，还为未来高原战场医疗保障模式
探索出一条新路。

军地合力谋发展，队伍打赢贡献率
显著提升。3月底，西藏军区某边防团
再次组织踏雪巡逻，官兵携带军地联合
研制的青稞牦牛肉饼干、牦牛肉罐头、
牦牛奶制品等特制高能量食品，连续征
服3座海拔5000米的雪山，创下巡逻时
间最长、巡逻距离最远等纪录。

西藏军地集智攻关助推训练取得新突破
填补我军高原食品、巡逻用具、营房建材等多项空白，官兵巡逻携行量减轻10%以上

立春后，待耕的农田空旷广袤。
清晨薄雾里传来的拖拉机轰鸣声，给
这片土地带来了勃勃生机。

“前面那几个大棚是瓦店镇刘吴
庄村民王运祥家租种的，估计在犁地，
咱们过去看看他忙活得咋样了……”
听到这里，笔者不禁加快了脚步，跟在
河南省临颍县人武部部长刘守功的身
后，深一脚浅一脚顺着地垄向前走去。

“突突突……”走近大棚，发动机
声震耳欲聋。见我们来，40多岁的汉
子赶紧熄火，朝我们招了招手，摘掉沾
满油污的手套迎了过来。

“刘部长，多亏了民兵帮俺家抢收

蔬菜，不然这几十亩的菜可就白白糟
蹋了。你看，这两亩多地犁完就又能
栽种辣椒和番茄苗啦。”王运祥兴奋地
说。

几年前，王运祥承包了 30亩田地
建了大棚，种植芹菜、生菜等果蔬。前
几天刘守功进村走访时，遇到一筹莫
展的王运祥。上前打招呼才得知，受
疫情影响，王运祥家的大棚不仅采摘
人手不够，销路也成了问题。为这，他
急得成宿睡不着觉。即便这样，他也
没和在外当兵的儿子说。

“ 你 有 难 处 ，我 们 必 须 帮 助 解
决。”俩人坐在村口聊了半天，王运祥
决 定 将 地 里 的 蔬 菜 无 偿 捐 赠 给 武
汉。闻此，刘守功一边帮助王运祥联
系县慈善总会沟通捐赠事宜，一边在
民兵工作微信群发布“英雄帖”，动员
民兵成立助农小组，帮助王运祥抢收

抢种。
3月 5日，30多名“迷彩绿”踏着晨

光来了。顾不上寒暄，大家按照分工
进行采摘、装箱、搬运、装车……半天
时间，5吨新鲜蔬菜装车完毕，通过县
慈善总会转运至武汉。

见运菜车渐行渐远，王运祥舒了
口气，终于咧嘴笑了。见地里菜还剩
下不少，刘守功找人和县城各商超分
头联系，帮王运祥打开销路。多家超
市听说是来自军属家的新鲜蔬菜，毫
不犹豫地签下订单，并愿意以高于市
场价的价格进行收购。

然而，王运祥却说：“菜钱俺分文
不取，就想回报大家。能为国家做点
贡献，光荣着哩……”

太阳升起，薄雾散去。阳光透过
大棚一角撒了进来，土地新耕，生机
盎然。

“菜钱分文不取，就想回报大家”
■吴高岭 吕瑞璞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士刚

湖南省慈利县人武部

国防教育课搬上互联网
本报讯 王登超、余豪杰报道：3月

中旬，湖北省慈利县人武部联合县国教
办、教育局将国防教育课嵌入当地中小
学生的网络课程中。课程由人武部领
导负责备课授课，在教授国防知识的同
时，将军民携手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
内容融合其中，图文并茂的授课形式受
到学生欢迎。

河南省永城市人武部

慰问抗疫一线官兵家庭
本报讯 张军、陈辉报道：疫情发生

后，河南省永城市人武部党委一班人多
次走访慰问奋战在武汉抗疫一线的永城
籍现役官兵家庭，送上慰问品和防护物
资的同时，了解掌握军属生活生产困难，
并指定专人跟踪解决。

安徽省怀宁县人武部

民兵分队助力企业复产
本报讯 张小武报道：3月中旬，安

徽省怀宁县人武部组织“十女民兵班”
医疗分队走进辖区多家复工复产企业，
为工作人员测量体温和血压的同时，指
导企业开展消毒防护、心理疏导等工
作，帮助企业稳妥推进复工复产。

3月下旬，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团组织装甲骨干集训。图为官兵学习
维护保养战车。

王旗红摄

“感谢解放军叔叔答疑解惑，有趣、
醒脑。”微信群里，都尔达娜?木西回复
文字的同时，送出一朵小红花。3月20
日，都尔达娜所在高中尚未开学，驻守
在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喀什军分区某边
防团大学生士兵王统忠正通过微信视
频给都尔达娜补习功课。

该团驻地平均海拔 4000米以上，
官兵常年担负着1000多公里长的边境
线守防任务。戍边的日子里，军民结下
了深厚情谊。

解放初期，牧民凯迪拜克不懂汉
语，是红其拉甫边防连第一任指导员马
海铭一字一句教他学会了汉语，成为新
中国成立后第一批牧民党员，还当上了
村党支部书记。

那个年代，当地没有学校，时任政
委娄栓柱回内地休假时买了10册小学
语文、数学课本带回了连队。1969年3
月的一天，娄栓柱和官兵一起走进提孜
那甫村，村支书凯迪拜克把牧民的孩子
全都集中到他的毡房里，第一期辅导班
就这样开课了。

到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地有
了寄宿制小学，但仍有牧区儿童辍学在
家，10岁的巴图尔夏就是其中之一。
军医许永元为牧民义诊时了解到该情
况后，决定和战友共同出资帮助巴图尔
夏重返校园，并上门为他补习功课。大

家一起努力，2001年巴图尔夏顺利完
成大学本科学业，毕业后参军入伍，现
如今已经成长为该团阿然保泰边防连
的一名年轻军官。

进入新世纪，牧民生活大变样。
2007年，时任团政治处主任陈银军给小
学送去了两台电脑和1台投影仪，并决
定每周二下午由官兵进校园给学生们
上一节课，帮助学生了解高原外的世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牧区经济发展增
速，家家户户都用上智能手机。学习过
程中，遇到不懂不会的知识点，学生就
通过 QQ、微信求助。再后来，团长陈
云娜专门把几名高学历官兵和在外求
学的中学生拉建了一个互动群。

“感谢解放军帮我圆了大学梦，没
有他们的帮助或许我还是帕米尔高原
的一名牧羊人。”格勒买提?沙帕尔依克
跟笔者说。从 2001年进入小学，直到
2017大学毕业，16年中的每个寒暑假，
沙帕尔依克都会来团部“报道”，复习功
课的同时和解放军大哥哥聊他的愿望
和理想。大学毕业后，沙帕尔依克成为
当地一名优秀的乡干部。

如今，为牧区儿童“补课”的传统在
该团已经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这堂课
我们会一直帮孩子们补下去，让他们都
能走出高原和冰山，成长为栋梁之材。”
该团政委沈新明这样说道。

新疆喀什军分区某边防团组建半个多世纪以来，
官兵接力为牧区儿童开设补习班——

这堂课，我们会一直补下去
■王向辉 李小龙 姬文志

本报讯 王凌峰、张颖报道：河北省
军区石家庄第九干休所在疫情防控中不
断改进方法，加大境外来（返）石人员的
防控力度，确保人员信息零误差，涉外疫
情零输入。

疫情发生后，该所党委针对干休所
居住人员成分较复杂、与地方人员接触
较多、部分人员的子女在国外工作生活
的实际情况，采取党委委员包院、党员
包户的方式，区分责任，明确任务，做好

干休所内居住人员及其配偶、子女的信
息摸排登记工作，并将同干休所居住人
员有关联的、在境外工作生活的人员作
为摸排重点，同他们取得联系并了解其
动态情况。同时，详细掌握已回国或拟
计划回国人员的返石时间、入境地点、
健康状况、隔离情况等信息，做到一人
一策。

笔者了解到，为确保严防疫情输
入，干休所持续加强与地方社区、居委
会、派出所的沟通联络，进一步完善军
地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畅通信息互通、
工作对接渠道，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闭环
防控机制。

河北省军区石家庄第九干休所

闭环管理严防疫情输入

这个春天，有无数眼泪值得回忆：
有湖北人民送别援鄂医护人员的感恩
之泪，有家乡人民以最高礼遇迎接抗疫
英雄归来的感恩之泪，有白衣天使致敬
英雄的武汉人民的感恩之泪……抗疫
有多艰难、幸福有多不易，这些泪水就
有多珍贵。

哲人说，英雄总是心怀伟大抱负，
但从不骄傲自负。面对尊崇和褒奖，援
鄂医护人员都回以相同的两句话：“我
们不是英雄，只是职责使命所在”“武汉
人民不容易，武汉无愧英雄城”。可爱
可敬的白衣天使用生命守护生命，种下
了感恩的种子。

贵有万众一心，方壮英雄虎胆；蓄
得千钧之力，方能力挽狂澜。战“疫”之
始，钟南山院士听到武汉百姓齐唱国歌
时感慨不已：“其实，劲头上来了，很多
东西都能解决。”纵观这场特殊的人民
战争，在战“疫”的一盘棋上，医护人员
白衣执甲、逆行出征，解放军指战员闻
令即动、勇挑重担，广大基层党员干部
和志愿者不惧风雨、坚守一线，更有无
数群众为阻断疫情传播，深“宅”家院默
默守护。正是大家彼此理解、通力配
合、各守其位、共克时艰，才取得了疫情
防控的阶段性重要成果。

常言说，没有过命的交情，便不会
有剖心的交融；没有历险的痛楚，便不
会有感恩的深情。战士杜富国在排雷
时突遇爆炸，失去双手和双眼。在治
疗过程中，这个坚强的汉子没有掉过
一滴眼泪。但当瑶族群众冒着大雨赶
到医院看望他时，杜富国缠着白色纱
布的眼睛却淌下了泪水。他借歌曲
《当个英雄》以言志：“用热血去兑现军
人的誓言，要做人民的英雄；能坚持到
最后就会成功，珍视所有感动”。学会
感恩，使英雄升华了担当的意义；懂得
感恩，让群众坚定了崇尚英雄的追求。

流过多少感恩的泪，就会生成多少
滚烫的血。当感恩的种子撒遍祖国的
每一寸河山，英雄的基因便会生长在每
个人的心间。当知恩报恩成为一种信
仰，便能让无数人们在危难时刻挺身而
出，在迷茫时坚守信仰，在面对诱惑时

保持崇高，在身处困境中心怀希望。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英

雄迭出的时代。在历史的灿烂星空里，
谁是真正的英雄，谁又能给我们最多的
感动？在前行的道路上，还会有许多

“娄山关”“腊子口”，但不管烽烟燃于何
处，必有“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
泪多”的风骨脊梁，必见“喜看稻菽千重
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人民伟力。

历史必将反复证明：只要守住了
“人民英雄人民爱，人民英雄爱人民”的
感恩之情，便会有“春风杨柳万千条，六
亿神州尽舜尧”的动人风景，必激励我们
战胜一切困难险阻，直达胜利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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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在湖北省妇
幼保健院光谷院区重症监护室，开展
了危重症救治、中医药个体救治和心
身疏导救治等专业组的工作，积极参
与了干细胞治疗、康复者血清治疗、托
珠单抗治疗等各项新技术的临床工
作，有效提高了救治新冠危重患者的
治愈率。图为 3月 26日，医护人员正
在为患者进行深静脉置管护理。

本报记者 王传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