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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疫情暴发以
来，援鄂医疗队和湖北武汉医务工作者
并肩作战，湖北省已治愈新冠肺炎患者
6万余例。

全国各地 4万余名医护人员驰援
湖北，携手攻克救治难关，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奇迹。

连日来，这些“奇迹”被搬上国防动
员系统“五看五增强”教育活动课堂，通
过多种形式展现在国动人面前，让大家
从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伟大
实践中看到：奇迹，源于团结的伟力。

一堂堂战“疫”网
课深入人心

“除夕夜，三军医疗队火速驰援武
汉，一批批医务工作者从四面八方汇聚
疫区……”4月上旬，重庆市渝北区人
武部《战“疫”家国情》云课堂开课，主讲
人通过“驰援武汉”“火神山奇迹”等 7
个视频片段，讲述了疫情发生以来全国
人民齐心协力、共同战“疫”的经历。

这样的战“疫”网课，连日来在国防
动员系统开展得精彩纷呈。各单位把
全国人民勠力同心战“疫”的鲜活事例
搬上课堂，让大家明白，抗疫中的每个
个奇迹，都源于万众一心的凝聚力。

在“油城”大庆，军分区政委刘海涛
抚今追昔，析事明理：“过去，以铁人王
进喜为代表的老一辈石油人，靠着万众
一心、众志成城的中国精神，在 3年半
内创造了生产原油 1000多万吨的奇

迹。今天，虽然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没
有结束，但靠这种精神，胜利必将属于
我们！”

一堂堂生动的网课，让人们深刻认
识到，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
人民。从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冲锋在
前，到防控物资相关生产企业及时复
工，全力保供；从子弟兵闻令而动，积极
支援地方疫情防控，到科研人员争分夺
秒，强力攻关；从基层群防群治构筑严
密防线，到交通运输、电力保障、市场供
应等行业职工履职尽责，携手共筑坚强
后盾；再到社会各界纷纷捐款捐物……
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
聚成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

一篇篇战“疫”故
事砥砺斗志

“回想 50天前，我们深夜出发，面
对严峻的疫情、肆虐的病毒，自感归期
难定。我想过很多结局，甚至为自己买
了一份保险，给家人留了一封信……为
国家，为人民拼过命，这便是最值得的

‘逆行’！”
4月15日，辽宁省喀左县人武部战

“疫”故事会上，县医疗救护分队民兵李
阳讲述自己在雷神山医院奋战50天的
所见所闻，医护人员与病毒斗争的很多
细节让听众感动。

讲好战“疫”故事，成为“五看五增
强”教育活动的有效形式。

江西省军区依托“学习强国”APP

召开远程视频会议，组织在鄂休假的
10名官兵分享湖北抗疫一线的感人故
事；山西省长治军分区组织官兵每人讲
一个战“疫”故事，并将这些故事编印成
册，作为民兵政治教育和学校国防教育
教材；湖南省浏阳市人武部采写各条战
线上逆行而上、英勇战“疫”的故事，在
全市各乡镇、街道、村屯巡回宣讲。

一个个战“疫”故事，凝聚起昂扬
的军心士气。“抗击疫情，团结比黄金
更重要”“众志成城，任何苦难都能够
坚强挺过”一句句发自内心的感悟，一
声声响彻云霄的誓言，奏响这个春天
的最强音。

一个个战“疫”典
型催人奋进

教育中，许多官兵说，团结不仅体
现在众志成城、携手同心上，还体现在
从我做起、各尽其力上。在这次战“疫”
中，各行各业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许
多单位把这些典型事迹作为教材，让大
家在学习中领悟到，“赢得这场严峻斗
争的伟大胜利，我们要坚守各自岗位，
勇于担当作为。”

辽宁省军区大连第六干休所政委
王宝国收集整理《抗击疫情十大人物》

事迹，在全体官兵和老干部中开展学
习。这其中，有 84岁仍义无反顾奔赴
武汉前线的钟南山；有与死神赛跑的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有为
战胜疫情捐出毕生积蓄的87岁老人倪
素英……

“志愿者忙着分发物资，累得吃饭
时间都没有；医生护士忙着救人，连上
厕所的时间都没有；科研工作者忙着研
究药物；媒体工作者呼吁大家伸出援
手；货车司机忙着一趟趟往武汉运送物
资；工人们在雷神山挥汗如雨；警察同
志冒着危险执行任务……每个人都是
平凡英雄。”“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
积极配合各项防控疫情措施落实，该待
在家的好好待在家，该检测体温的配合
检测体温，该报告重点行程和重要人群
情况的如实报告，这也是一种团结。”

“目标一致，各尽其力，每个人都不是一
座‘孤岛’，每个人都尽自己一份力，就
能取得战‘疫’的最后胜利。”国动人在
学习先进典型中抒发着自己的感悟，坚
定战“疫”必胜的信心。

万夫一力，天下无敌。广大国动人
纷纷表示，共克时艰与和衷共济的精神
就是我们创造奇迹的强大动力，万众一
心，没有翻不过的山；心手相牵，没有跨
不过的坎，凝心聚力，我们一定能取得
最终的胜利！

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增强战“疫”必胜信念

同舟共济战“疫”，凝聚团结伟力
■董明侠 王化冰 本报记者 乔振友

国防动员系统把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的一线战场作为生动课堂，组织
开展的“五看五增强”教育活动，让国
动人真切体悟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中国军队为什么行、中国人民为
什么赢”，有力深化了新时代“传承红
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效
果。与以往不同，此次教育起初不是
上级筹划部署的，而是发轫于抗疫一
线，自下而上总结推广的。这种向基

层借计的成功实践，给抓好主题教育
带来诸多启示。

多年来，主题教育一直注重顶层设
计，“五看五增强”教育活动却打开另一
扇窗：主题教育并非仅有顶层设计、上
级部署、逐层落实的常规模式，还可以
倒推正走、上下同步、全维开花。某种
意义上讲，这种发端基层、取计一线、带
着热气的经验，恰如一面镜子，使教育
的顶层设计更加科学严谨、实事求是、
有的放矢。

教育呼唤创新，也难在创新。俗话
说，“到蚕结茧的地方去抽丝。”思想政
治教育是在人的大脑里搞建设，但不能

仅在组织者的大脑里搞设计，不到蚕结
茧的地方去抽丝，永远抽不到真丝好
丝。要避免主题教育年年似曾相识的
印象，就必须高度重视对基层鲜活教育
经验的总结和挖掘，真正搅活思想政治
教育的一池春水。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
“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
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基层
官兵人人自带流量、个个怀揣梦想，善
于汇聚群众的智慧，重视基层官兵的创
造，就能不断发现好的教育内容，找到
好的教育形式，收到好的教育效果。

正是基层官兵的首创精神，使得

“五看五增强”教育活动应时而生、应运
而成。相反，如果忽视或轻视基层自主
教育的探索贡献，便不会有“五看五增
强”教育活动的快速定型、成功开展。

群众是被教育者，也是教育者，只
有实现二者的统一，才可能实现“用真
理掌握群众”和“让群众掌握真理”的良
性互动。有时候，由群众自燃思想之
火，比外力点燃更加持久旺盛；天然而
成的效果，比用力使然的设计更能直抵
人心。置身时代的课堂，教育磁场的强
弱，群众的感受最为真切，感应最为强
烈，从群众中生发的东西最本真，搞顶
层设计还须多向基层取计，深入基层找
亮点。

如果说，文化教育是应试教育，思
想教育则是应变教育。人的思想是多
变的，教育模式也不能一成不变。在教
育资源高度共享的时代，自我教育看似
小天地、微课堂，实则是真正的开门式
教育、开放式格局。鼓励基层多一些自
主创新、自我发现，从基层“冒”出来的
亮点，何尝不是好的试点？

顶层设计莫忘问计基层
■李光辉

张捍华，江苏省沛县鹿楼镇高彭庄
村人，退休后一直担任沛县革命烈士陵
园的“义务守陵人”。七十九载春去秋
来，92岁高龄的他始终坚守着“陪伴革
命烈士，把革命精神传承下去”的诺言。

1941年，张捍华亲眼目睹了沛县
张堤口村的一场抗日战斗，战斗中 72
名八路军战士英勇抗敌、壮烈牺牲。战
斗结束后，张捍华跟随乡亲们将烈士安
葬在村南高地，打扫战场时战士们与敌
人纠缠在一起，掰都掰不开：有的紧抱
敌人同归于尽，有的嘴里还咬着日伪军
的半个耳朵……英雄们视死如归的壮
烈场景，深深地印在张捍华的脑海中。
他流着眼泪说：“叔叔们，安息吧，我会
常来看你们。”

此后每逢清明节，张捍华都去祭拜
烈士，作为一名人民教师，他还经常给
学生讲这段历史，鼓励他们前来祭奠英
烈。后来，沛县建成鸳楼烈士陵园，将
张堤口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八路军英烈
集体迁葬园内。1995年，鸳楼烈士陵
园整修后面向社会招聘管理员，张捍华
想都没想，不要任何报酬，做起管理员。

打扫卫生、擦拭墓碑、修整花草，25
年来，张捍华一日又一日重复着同样的
工作，他说，这些都已成为自己生活的
一部分，令他内心宁静安详。

“除了日常维护外，外公做得最多
的就是种树。”张捍华的外孙女自豪地
指着陵园内触目所及的所有树木，“这
些都是我们一家种的，现在差不多有
1000棵。”

2009年8月，江苏省“慰烈工程”实
施后，744名散葬烈士搬迁至陵园内集
中安葬，鸳楼烈士陵园更名为沛县革命

烈士陵园并开始扩建。年近八旬的张
捍华老人每日在工地上奔波，几乎参与
所有施工，包括烈士墓的迁移……

沛县革命烈士陵园里安葬的烈士
大多数没有姓名，多年来，张捍华奔走
各地各单位查阅资料，为烈士们寻找家
人。有人问：“张老，您这样起早贪黑守
护烈士，图个啥？”张捍华说：“我受党教
育多年，这点苦、这点累，比起烈士抛头
颅、洒热血又算得了什么！没有这些先
烈们抛头颅洒热血，哪有咱们今天富裕
的好日子……”

沛县革命烈士陵园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作为市级党员教育实践课堂，陵
园常年接待学校、机关单位、社会团体
来这里瞻仰学习，张捍华老人总是手握
话筒，亲自为广大党员群众讲述张堤口
战斗革命烈士英勇事迹，以及沛县革命
斗争史。

“我从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社会动
荡不安的年代过来，深知当下生活来之
不易，我们要永远感怀长眠在这里的英
雄。”张捍华定期到全县各中小学校去
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给孩子们讲革命
故事，勉励后辈铭记历史、发奋图强。

“身为一名老党员，让更多青少年
在红色教育的熏陶下茁壮成长是我的
责任。”张捍华告诉记者，“只要我还有
一口气，就会在这里坚守下去。”

� 为他点赞

今天的幸福生活从哪里来？是无
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张
捍华老人 79年的守望、25年的日夜陪
伴，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烈士的真挚情
感，也诠释着后人对先烈的感恩和景
仰。我们每个人、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要
有这种守护精神，因为捍卫英雄就是捍
卫我们的精神高地，崇尚英雄就是守护
我们民族的根与魂。

一句承诺，七十九载守望
■叶正会 本报记者 李弘非

本报讯 张经韬、记者苗鹏报道：4
月上旬，山西省军区临汾干休所副师职
离休干部王明堂选择到离家较近、医疗
条件较好的临汾市人民医院就医，成为
该院开通军队离退休干部医疗服务后
入院治疗的第一例病患。

近日，山西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与山
西省财政厅、卫健委、退役军人事务厅、
医保局和省委老干局联合下发《关于解
决山西省军区离休干部及家属医疗保
障有关问题的通知》，建立老干部医疗
保健军地联合保障机制，为老干部提供
优质高效的医疗保健服务。

据该省军区老干部工作办公室主
任边军强介绍，不少老干部距体系医院
较远，有病不愿跑、不敢跑的问题突出，
就地就诊部分诊疗费用难以报销，异地
诊疗成为老干部服务的“老大难”问
题。要更好地解决远离军队体系医院
和患急重症老干部便捷就医问题，亟须
借助地方优质医疗资源。

记者翻阅《通知》，远离体系医院的
军队离休干部纳入当地离休干部医疗
保障范围、开通军队离休干部急救绿色
通道、无工作军队离休干部家属参加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三项具体措施
让人眼前一亮。

《通知》明确，将省军区管理的远离
体系医院离休干部纳入地方医疗保障
对象范围，享受地方同职级干部医疗保
健待遇，地方财政统筹兜底，实现便捷
就医、军地“双保障”。在山西省内9地
市指定12家重点医院，签订协议，建立
工作联络机制和康养服务制度，为省军
区离退休干部急救、诊疗、住院开辟绿
色通道。《通知》还明确，根据自愿参加
的原则，由干休所为无工作家属、遗属
就地缴费参保，在便捷就医的同时，实
行军地医疗待遇差补偿办法，确保医疗
保障待遇不降。

记者了解到，2020年山西省“两
会”期间，省人大代表、省军区太原第
五干休所护师郝莉琼将老干部医疗保
障问题形成建议在会上作了汇报，引
起省委领导关注，相关厅、局第一时间
着手研究，终于促成了这项惠老拥军
的重大利好政策落地落实。《通知》下
发后，离休干部及家属拍手称赞。长
治干休所副师职离休干部常建良表
示，这一政策的出台，让他们享受到了

医疗保障社会化的方便实惠，不仅有
效提升了老干部、家属的健康指数，也
让他们深切感受到党、国家和军队的
关心关爱。

山
西
省
建
立
老
干
部
医
疗
保
健
军
地
联
合
保
障
机
制

军
队
离
退
休
干
部
纳
入
地
方
医
疗
保
障
范
围

国防动员系统开展“五看五增强”教育活动系列报道⑤

44月月 1515日日，，第五个第五个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江 西 省 军 区 组 织 开 展江 西 省 军 区 组 织 开 展
安全教育图片展安全教育图片展，，增强增强
官 兵 维 护 国 家 安 全 的官 兵 维 护 国 家 安 全 的
意识意识。。

连日来连日来，，江西省军江西省军
区采取统一主题区采取统一主题、、统一统一
内容内容、、分片组织的方式分片组织的方式，，
协调驻赣部队集中开展协调驻赣部队集中开展
以以““发放一本国家安全发放一本国家安全
知识手册知识手册、、开展一次安开展一次安
全技术检测全技术检测、、参观一场参观一场
国家安全图片展览国家安全图片展览、、参参
加一项加一项‘‘我为国家安全我为国家安全
助力助力’’网络点亮行动网络点亮行动””等等
为主要内容的全民国家为主要内容的全民国家
安全教育日活动安全教育日活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郭冬明郭冬明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