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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贺 建

国防论苑国防论苑

本报讯 杨泽军、特约记者田祥报
道：“一家化学品仓库发生毒气泄漏，请
速派民兵处置。”接到指令的民兵机器人
分队迅速出动，成功处置了险情。12月
上旬，湖南省湘潭军分区组织新质民兵
训练考核，机器人、无人机等多支新组建
的民兵专业分队悉数登场，成为考核的
亮点。该军分区司令员贺建介绍：“湘潭
市科教和军工资源丰富，我们在民兵建
设中注重挖掘科教军工优势资源，助力
新质力量编实建强。”

湘潭地处长株潭核心城市群，辖区
内科教和军工资源丰富，不仅有湘潭大
学、湖南科技大学等近10余所高校和科
研院所，各类高新技术企业达到数百家，
其中不少还是拥有院士工作站的重点企
业。丰厚的科教资源，为编建新质民兵
队伍提供了有力支撑。深化民兵调整改
革工作会议上，军分区党委一班人形成
共识：“必须坚定地向新兴领域拓展，向
科技要战斗力。”

“但是，这个文章并不好做。”该军分
区战备建设处处长向富生介绍，他们在
前期的调研中，遇到了诸多难题：高校和

企业科研、技术骨干工作任务重，难以集
中时间参训。而且，仅靠微薄的误工补
贴，难以调动训练热情。军分区党委调
研后感到，想要编实建强新质力量，就必
须改变传统的民兵编组模式。为此，他
们联合地方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制订新质
民兵队伍编建原则、参训模式、保障方
法、激励措施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记者了解到，他们对高校和企业民
兵管理使用、教育训练和考核奖惩等方
面进行规范，将编兵企业纳入政府重点
扶持对象、民兵参训情况纳入个人绩效
考核范畴，同时对拒绝编兵、参训等违法
违规行为坚决予以处罚；联合地方人社、
财政、民政等部门，出台民兵误工补贴、
交通出行、伤病残救助等方面政策制度；
组织民兵体检、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等，解
除参训后顾之忧。

在摸清辖区内高校和企业编兵潜
力后，这个军分区在全市范围内遴选出
20余家新质力量民兵编组目标单位，在
某机器人公司编组机器人分队、在湘潭
大学编组向导翻译分队、在江南和江麓
等军工企业编组装甲维修分队等多支

新质民兵队伍。随后，他们结合编兵单
位教学、科研和生产任务，采取小规模、
多批次的模式，组织开展集中轮训，几
个回合下来，新质民兵羽翼渐丰、能挑
大梁。

前不久，该军分区组织民兵分队演
练，新组建的新质民兵分队悉数参加，先

后处置险情 30多个。“人员不便进入的
区域，机器人就派上了用场。”民兵机器
人分队负责人、某机器人公司副总经理
杨正良介绍，前一阶段，民兵应急连 15
名骨干研发生产的防疫机器人投入到疫
情防控一线，担负起消杀、检测等任务，
发挥了重要作用。

湖南省湘潭军分区善借高新企业资源提升民兵战斗力

一批新质民兵分队脱颖而出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

议上强调指出，“要在艰苦严格的训
练中、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在严峻
复杂的军事斗争中摔打和锻炼部队，
引导官兵坚定理想信念、磨砺战斗意
志、锤炼战斗作风，始终保持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的顽强战斗精神。”

使命如磐，战鼓催征。作为国防
动员系统官兵，要把学习贯彻习主席
重要讲话精神和常态化学战研战备
战活动结合起来，在冬季实战化训练
中，沉下心来、一心务战，苦练硬功，
磨砺出能打胜仗的真本事。

俗话说，雄鹰高翔，靠的是有力
的翅膀；猎豹奔跑，靠的是强健的四
肢。军队要想打胜仗，官兵就要有过
硬的打仗本事。练就打仗本事没有
捷径可走，只有苦练实练这一条路。
然而，一些单位在险难课目面前“绕
道走”、在简单课目面前“越级跳”；还
有的对训练中出现的问题，不想办法
解决，不积极推进整改，而是“挂羊头
卖狗肉”玩忽悠、“穿新鞋走老路”搞
糊弄。

战争是残酷无情的，是要流血
牺牲的，每一个单位、每一名军人在
平时训练时决不可走形式。必须清
醒地认识到，时间在推移，时代在前
进，我们在枕戈待旦，对手也没有蒙
头睡觉。作为国动系统的一员，只
有彻底摒弃“仗打不起来，打起来也
不一定轮上我”的想法，始终保持实
干实练的劲头，以能打仗、打胜仗的
标准来要求自己，才能不断增强本
领，才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

训练离实战越近，离打赢就越
近。蒋佳冀之所以三夺“金头盔”，
其成功的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对飞行
技术战术精益求精。训练是“不流
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训练”。
事实证明，在平时训练中勇于挑战
极限、战胜自我，敢于在高强度、高
难度的训练中反复摔打磨砺，敢于
在艰苦的训练考验中铸就钢筋铁
骨，敢于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苦练
胜战本领，我们的翅膀才会更加有
力、拳头才会更加坚硬。总而言之，
只有持之以恒的苦练，才能真正把
打仗本事练过硬，以“一番寒彻骨”

的艰辛付出，赢得未来战场的“梅花
扑鼻香”。

一支军队的历史，要用战斗力来
书写；一支军队的荣光，要靠胜利来
擦亮。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
高悬，“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箴言不
断被验证。广大官兵必须瞄准强敌、
聚焦实战、苦练杀敌本领，在未来战
场上续写胜利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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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军事日”战味浓
■周 林 徐 魏 厉夫亮

观摩新型装备提振精气神、实弹射
击体验硝烟的味道……12月11日，江苏
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武部组织地方党政机
关干部来到驻军某部过“军事日”。丰富
的活动安排，让很多地方领导干部不禁感
叹：这个“军事日”真是战味十足！

练兵场上，自行火炮、步兵战车等装
备一一亮相。“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先进
的装备，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在武
器装备展台边，听着官兵对各类先进武
器的性能讲解，大家纷纷称赞。“来，咱
们也体验下‘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
豪情！”有人激动地说。大家登上战车，
在狭小的空间里模拟指挥员、驾驶员、
发射员。“官兵栉风沐雨苦练杀敌本领，
捍卫国家安全，让人心里敬佩！”大家情
不自禁地感慨：“和平是官兵用汗水和
鲜血换来的，全社会都应该尊崇他们！”

接下来是实弹射击课目。“摸一摸战士
的钢枪，听一听战场的枪响，闻一闻硝烟的
味道，才会不忘强我国防……”一名区领导
现场鼓动大家认真训练，提高军事技能。
卧倒、上膛、瞄准、击发……虽然动作不够
熟练，但人人像战士一样严肃认真。

区委书记、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
朱明泉说：“这是一堂直观、鲜活的国防
教育课，促使我们要更好地落实党管武
装制度，关心支持国防建设，以更加有力
的举措为部队提升备战打仗能力服务。”

本报讯 任兵、特约记者李国涛
报道：一件件展现西藏发展变化的珍
贵文物呈现眼前，一张张反映藏家幸
福生活的温暖图片令人振奋。连日
来，西藏山南军分区组织各县区 50名
专武干部代表前往西藏民主改革第一
村——克松村参观见学，通过今昔对
比，深化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的学习理解。

克松村是西藏远近闻名的红色村、
小康村。1959年，村里农奴砸开镣铐，
翻身做主人，拉开了西藏民主改革的帷
幕。60多年来，沐浴改革春风，享受优
惠政策，克松村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

“克松村是西藏发展的一个缩影，让专
武干部感受辉煌成就，有助于深化对全
会精神的学习理解。”该军分区领导介
绍说，他们以“赞成就、话巨变、担使命”
为主题，围绕“西藏成就是什么、幸福生
活靠什么、履职尽责怎么干”等话题展
开讨论交流，助力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走
深走实。

“过去农奴就住在这样简陋的牦牛
棚里，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
在克松村陈列馆，专武干部纷纷驻足认
真聆听讲解员的介绍。“全会提出，改善
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我们
必将迎来又一个发展春天。”乃东区昌珠

镇武装部部长西洛尼玛告诉记者，今天
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需要每一个人为
建设家园、保卫家园贡献力量。

在豌豆粉丝加工厂、现代化温室大
棚，大家边看边记，啧啧赞叹。“党的光
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作为军民
联系的纽带，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国防知
识宣传，让全民国防理念深入人心。”浪
卡子县卡龙乡专武干部崔建波说道。

参观后，专武干部纷纷把学习全会
精神迸发的政治热情转化为投身国防
事业的动力。大雪初霁，错那县觉拉乡
武装部部长陈悦带领民兵巡逻队，成功
登顶海拔5200多米的点位。

西藏山南军分区通过今昔对比深化全会精神学习

感悟红色村落发展变迁

本报讯 徐付意、胡忠学报道：12
月 8日，随着电力工人合上电气设备开
关，电流经变电站的调配，源源不断输
入到黑龙江省安达市万宝山民兵射击
靶场，这个偏僻的靶场从此用上了稳定
电，民兵的正常训练得到保障。

该市人武部领导告诉笔者，市民兵
射击靶场位置偏僻、远离市区，唯一的
一条供电线路架设于 20世纪 80年代，
由于部分线路老化、年久失修，导致经
常停电。一次人武部组织民兵射击考
核，自动靶标系统接连出现故障。检查

原因时发现，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射
击考核只好暂停。“靶场用电事关民兵
战斗力建设，必须优先保障。”当人武部
领导找到国网安达市供电有限公司负
责人时，他们表示全力支持。

说干就干。供电有限公司立即组
织技术人员到几十公里外的靶场进行
现场勘查，对线路通道和电网设施分布
进行详细规划，形成了方案进行论证，
并将改造的时限和确定的方案以书面
形式交到了人武部领导手中。工程上
马后，20多名工作人员通力配合，克服

了地处偏远难架线、冻土难施工等不利
因素，开通了一条专用供电线路。

电力系统的做法，只是安达市社会
化拥军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市市
委、市政府把支持驻军练兵打仗作为分
内事，主动协调解决驻军部队战备训练
和日常保障难题 30多个。此外，为支
持国防建设，军地联合出台《安达市党
管武装工作实施意见》等规范性文件，
随军家属安置就业、子女入学入托等难
题得到较好解决，极大地激发了驻军部
队官兵建功军营的热情。

黑龙江省安达市为民兵训练提供服务保障

稳定电流直通偏僻靶场

高新技术领域蕴藏着巨大的动员
潜力和资源，在未来战争和非战争军事
行动中，部分人员和装备可以直接派上
用场，不仅能够节约建设成本，而且还
将缩短战斗力生成周期，起到“倍增器”
的作用。

然而，将优势资源和动员潜力转
化为战斗力，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
事情。从近两年民兵新质力量建设

的实践来看，还存在指挥关系不够顺
畅、人员编组不够实等问题。这就需
要在健全机制、完善保障等方面持续
用力、狠下功夫。对此，湘潭军分区
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他们借助高新
企业的资源优势，积极探索实践，有
效解决了新质力量民兵队伍建训用
管保等方面遇到的新问题，其做法值
得学习借鉴。

善于将优势资源转化为战斗力

12月14日，火箭军某部派干部
来到安徽省萧县丁里镇王楼村，为
荣立三等功的该部连长王黎明家属
送上喜报及慰问金。 段艳梅摄

12月上旬，老兵张永春再次来到
湖南省衡南县的战斗英雄罗亮泗陈列
馆，将最近收集的相关物品交到馆长手
中，而后在英雄的雕像前驻足致哀，并
献上一朵寄托哀思的鲜花。

张永春于1980年入伍来到原第39
集团军某部“红七连”。新兵下连，他
的第一堂课就是学习罗亮泗的英雄事
迹。1950年 11月 2日，在抗美援朝第
一次战役诸仁桥围歼战中，“红七连”
遭遇美骑兵第 1师。二班战士罗亮泗
主动请缨前出击敌，创造了志愿军单
兵用爆破筒炸毁美军重型坦克的先
例，被评为“爆炸英雄”，荣立特等功。

服役期间，积极上进的张永春追
随罗亮泗的足迹刻苦学习训练，多次
立功受奖。退役回乡后的他一直想
找机会见一见这位英雄前辈，可只知
道罗亮泗在朝鲜战场身负重伤、住院
治疗后复员回乡，后来就没了音讯。
张永春曾多次给连里留存的罗亮泗
湖南老家的地址去信，却一直没有收
到回复。

2015年，他从连队老战友处得知
罗亮泗居住在湖南衡阳后，便向衡阳
媒体求助，当地报纸随即刊发了寻找
战斗英雄罗亮泗的消息。不久后，张

永春就与罗亮泗的儿子取得联系，遗
憾的是，老人已于1996年不幸离世，葬
于村子边的荒山上。

“这就是战斗英雄的归宿吗？”来
到罗亮泗的坟墓前，张永春的内心难
以平静，“不能让岁月埋葬了这位战斗
英雄的英名。”

2016年4月，张永春个人出资为老
英雄修建墓地并立下石碑。随后，他
和原第39集团军宣传处干事谭长俊等
人沿着罗亮泗回乡后的生活轨迹探访
英雄生前状况，揭开了罗亮泗回乡后

“深藏功与名”的低调人生，并在当地
媒体上进行了宣传。

今年年初，战斗英雄罗亮泗的家乡
衡南县开始筹划为罗亮泗建设陈列馆，
他们一边去部队收集资料，一边与张永
春等人联系，希望能够得到更多有关罗
亮泗的资料。

没多久，在张永春的帮助下，《罗亮
泗炸坦克》的画册、当年宣传罗亮泗英
雄事迹的报纸等一批资料和文物，汇聚
到衡南县。10月 25日，战斗英雄罗亮
泗陈列馆举行揭牌仪式，几十名老连队
战友前来缅怀英雄。大家纷纷表示：

“要传承老英雄精神血脉，立足本职岗
位苦练本领，建功立业。”

老兵张永春为战斗英雄立碑扬名
■刘生瑜 赵 星 郭 勇

我在现场我在现场

12月上旬，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人武部扶贫工作队与振兴街道左庄村
村两委班子召开座谈会，共同研究防止脱贫户返贫的具体措施。

杨继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