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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 25日至 27日在西藏考察时强调，促进可持续发展，
不断改善民生，加强民族团结，推动富民兴藏

■栗战书 25日至 28日在福建调研时强调，发挥人大在全面
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为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均据新华社）

本报福州7月28日电 吴浩宇、
记者陈国全报道：“国际军事比赛-
2018”海上登陆赛组委会 28日上午在
福建泉州石狮举行新闻发布会，赛事
新闻发言人、项目裁判长、中国海军陆
战队副参谋长陈卫东大校向中外媒体
介绍了比赛筹备、科目设置等情况，伊
朗、俄罗斯、苏丹、委内瑞拉和中国参
赛队领队介绍了各自备赛情况。

比赛将于 7月 29日开幕。7月 30
日至 8月 10日，5个国家参赛队近 200
名选手将在障碍赛、求生赛、接力赛
三个项目中同台竞技。8月 11日举行

闭幕式。比赛期间，还将安排文化交
流、装备展示、舰艇开放等活动，中国
海军导弹驱逐舰长春舰、导弹护卫舰
泉州舰、两栖船坞登陆舰井冈山舰和
坦克登陆舰武夷山舰将对各国参赛
队和民众开放。

目前，各国参赛队已全部进驻泉
州石狮赛区，完成装备抽签和三个阶
段出场顺序抽签、适应性训练。陈卫
东介绍，这是中国海军首次承办“国际
军事比赛”海上登陆赛。比赛组委会
紧贴赛事主题，融入中国元素、突出海
军特色、研究确定了赛事安排和组织

流程。赛场的地形条件、场地规格、障
碍设施等各项指标均符合赛事要求，
靶标系统、裁评系统、通信指挥网络系
统、视频导播系统已完成联调联试，装
备维修、弹药储存等配套设施已投入
使用。

比赛中国元素鲜明，各国参赛队
均使用中方提供的武器装备、弹药、器
材。外军参赛队抵达后，赛事组委会
通过教学和装备适应性训练，帮助他
们熟悉武器装备、比赛规则、场地设
置、流程标准和安全规定，各参赛队普
遍反映良好。

“国际军事比赛-2018”海上登陆赛即将开赛

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四龙庙
村，一个被层峦叠嶂的山峰藏得很深
的村落。

全村 1364 口人，散居在 27 平方公
里的沟沟壑壑。一首当地民谣这样唱
道：“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姑娘朝
外走，光棍把门守。”很长一段时间，四
龙庙村是靠国家救济的特困村。

但 41 年来，村里有个叫张东堂的
人从不向贫困“低头”。1977 年退伍
返乡后，他立志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如今，四龙庙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富
裕村。

他与之抗争的，还有癌症病魔。65
岁的张东堂，患膀胱癌 9年，却从未因
病痛停下在扶贫攻坚战场上冲锋陷阵
的脚步。支撑他坚定走下去的，是那个
简单又并不简单的道理，“与其等死，不
如为群众多办点实事”。

“我是一个兵，来自

老百姓”

“现在全村种植牛心柿 3000多亩、
花椒 2000多亩、连翘 1400多亩，还有玫
瑰谷漂流和种植樱桃、核桃、葡萄的万
亩采摘园，村民人均年收入过万元。”7
月 20日下午，见到张东堂时，步履有些
蹒跚的他正在柿树林里忙碌。

四龙庙村位于豫西北贫瘠的深山
中。1970 年冬至，张东堂赤脚走了一
整天的山路，到县人武部报名参军。
入伍那天，大队和乡亲们给他披红戴
花，为他送行。李二伯把两个黑面馍
馍递到他面前，嘱咐他双手捧着，免得
掉了馍渣。

一时心酸的张东堂流下了眼泪。
他暗下决心：“我一定要让乡亲们吃上
白面馍！”

在部队，张东堂入了党、当了班长、
代理过排长。由于表现好、素质强，
1977 年退伍时，组织上给了他两个选
择：一个是留在新疆阜康县当人武部干
事，另一个是到河南仰韶酒厂当保卫科
副科长。张东堂都婉言谢绝。
“我从没忘记过那句歌词，‘我是一

个兵，来自老百姓’。”张东堂说，“每次
在部队唱起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两个黑
面馍馍，想起乡亲们为我送行的场景。”

张东堂回到四龙庙村。因为人厚
道，又当过兵见过世面，张东堂被推举为
村干部，他决心带领村民走上致富路。

要想富，先修路。三件事最先摆在
张东堂面前：引水、通电、修路。

乡亲们说，在四龙庙村施工，比登
天还难。军人出身的张东堂带着党员
突击队和民兵进驻深山，饿了啃干粮，
渴了饮泉水，累了地当床，让村里的条
件一步步得到改善。张东堂这个退伍
兵，也渐渐成了大家信服的“主心骨”、
带头人。

然而，致富的路还很长。四龙庙村
的田地都在山间的沟沟坎坎，亩产最好
的收成，也就二三百斤。

穷归穷，山里也有宝。野生牛心
柿、花椒、连翘被称为“仰韶三宝”，远近
闻名，只是数量少，只够换盐吃。

2009年，经过多次外出考察后，村
党支部书记张东堂决心要把这“仰韶三
宝”变成致富的“金娃娃”。听说要在田
里种柿树，大家议论纷纷：“不种粮食，
让俺们喝西北风？”“自古柿树不成林，
张书记究竟抽的是啥风？”

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张
东堂带头在流转出来的荒山上种下 5
亩牛心柿、100亩花椒和 100亩连翘。

质疑归质疑，但一直为村里建设倾

心尽力的张东堂还是得到了大家的信
任，“仰韶三宝”的种植面积逐步扩大。
几年下来，村民种植牛心柿、连翘、花
椒，每亩收入都在8000元以上。

“好多乡亲还很穷，

我必须与死神赛跑”

实现了让乡亲们“吃上白馍”的
誓言，张东堂又开始勾画更宏伟的蓝
图——旅游兴村。

四龙庙村群山环绕，绿水长流，旅
游资源丰富。2008 年，张东堂引来客
商，决定沿离村不远的大峡谷建一个漂
流项目。考察期间，3.5 公里长的漂流
路径，他每天要徒步走三个来回，脚上
的血泡被磨成老茧。他还时常感到腹
痛，同时伴随着尿血。但眼看漂流工程
稳步推进，他瞒下了病情。

2009年，漂流渠试通水那天，正在
现场指挥的张东堂忽然眼前一黑，一头
栽倒在地上。
“膀胱癌”，一纸诊断书犹如晴天霹

雳。消息传来，乡亲们一拨拨跑到医
院，拉住医生的手苦苦哀求：“求您救救
他，俺村子离不开他……”医生把张东
堂的妻子李文荣拉到一边嘱咐：“全力
治、好好养，或许他还有5年时间。”

整整两天，张东堂不吃、不喝、不说
话。

两天后，他的精气神又奇迹般地恢
复了。他告诉妻子，当兵时练刺杀，只
有不怕死，才能刺倒敌人。面对癌症也
一样。

如张东堂所言，病痛压不垮他这个
老兵。病情刚刚好转，他就开始为村里
招商引资四处奔波。一次，妻子心疼
他，堵着门不让他出去，张东堂急得一
把推开妻子：“我的时日不多了，要一天
赶出两天的活。”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开业
不到两个月，一场特大山洪把建好的漂
流设施冲了个一干二净，目睹这一幕的
张东堂心如刀绞。他心疼，更着急：“好
多乡亲还很穷，我必须与死神赛跑。”他
和村委班子走县城、跑省城，想方设法
推荐村里的旅游资源。

2013年，一家公司决定重建漂流项
目。一年后，漂流谷再次开业，村里的“农
家乐”也随之兴起，200多名村民实现了
在家门口就业。在漂流谷做管理员的王
松林，拿到工资后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
张东堂：“没有他，这连想都不敢想！”

“党员向我看齐，群众

向党员看齐”

在四龙庙村采访，一个细节引起

笔者的注意：村里每一名党员都佩戴
着党徽。
“戴党徽就是让群众好认，有事

儿好找！”张东堂说，“这辈子我有两
次终身难忘的宣誓，一次是入伍，另
一次是入党。这两个誓词有一个共
同的核心含义，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

四龙庙村地理位置很偏，但群众离
党很“近”。张东堂有一个抓党支部建
设的“五字真经”：学、建、联、管、干。学
是党员定期学习；建是建立廉政、财务、
党建等制度；联是每名干部联系 3个贫
困户，每名党员联系 1个贫困户；管就
是管帮扶、管服务、管致富；干就是带头
干、主动干。
“党员向我看齐，群众向党员看

齐。”在张东堂的推动下，村里建立了重
大决策村民大会制度、村民对党员定期
评价制度、村委 24小时值班制度，常年
坚持，雷打不动。“我是把当兵时连队党
支部建设的方法搬了过来，真管用，大
家都服气！”张东堂意味深长地说。

在四龙庙村，干部是“服务”的代
名词，党员和民兵是“带头”的代名
词。推广新项目，群众不理解，张东堂
就组织党员干部和民兵先行；修路引
水，张东堂就组织党员和民兵突击队
昼夜奋战；贫困户买不起树苗，张东堂
就发动党员干部凑钱买，帮群众栽到
田里……
“心中装着群众，唯独没有他自

己。”乡亲们常这样评价张东堂。县领
导来看望张东堂，留下 2000元慰问金，
他买了 88把剪刀送给果农；村里 46家
贫困户，他主动承包了 4户；贫困户张
灵云当初反对种果树，他忍着病痛多次
上门做工作，如今张灵云的果园年收入
超过10万元……

党员是标杆，组织是靠山。在张东
堂带领下，村里党员干部个个站在前
列，干在实处。村主任陈保松自购汽
车、复印机服务村民，27名党员结对帮
扶 78户群众。

今年 5月初，医生再次把张东堂从
死神手中抢了回来。病床上的张东堂，
召集大家开了一次特殊的党支部会议，
他对大家说：“打仗时，指挥员牺牲了，
要有人顶上去。如果我走了，你们一定
要把脱贫致富进行到底！”

前不久，河南省三门峡军分区政委
孟斌看望张东堂时，称赞他是“焦裕禄
式的好干部，优秀退伍军人的楷模”。
张东堂动情地说：“咱当过兵的人，啥时
候都不能走了当兵的样！”

上图：张东堂拖着病体奋战在田间

地头。 资料照片

大山深处，那首回响的军歌
—退役军人张东堂带领群众脱贫致富记事

■焦景宏

本报莫斯科7月28日电 特约记
者李大勇、记者武元晋报道：“国际
军事比赛-2018”28日在莫斯科郊外
阿拉比诺拉开帷幕。来自中国、俄罗
斯、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
坦等 33个国家的 207支代表队，将在
接下来的 14 天里围绕 28 个参赛项目
展开激烈角逐。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当天举
行的开幕式上宣读了总统普京的贺

信。信中说，国际军事比赛每年都会
吸引多国部队参加，已经成为了一项
国际性的、传统的、成熟的重要赛
事。“它更是各国选手展示精湛技术
与团队协作精神的平台，有力推动了
各国军事部门之间的合作交流，加深
了相互信任。”

开幕式后，俄步兵战车、主战坦
克、武装直升机等现役主力装备在阿
拉比诺靶场举行了实弹射击表演。传

统重点项目“坦克两项”（越障和射
击） 率先开赛，较量在中国、乌干
达、哈萨克斯坦和科威特之间展开，
由第 76集团军某合成旅官兵抽组的我
军代表队在该项比赛中出战。

国际军事比赛是俄罗斯国防部发
起的一项国际性军事赛事，今年的比
赛将在 7个国家举行。俄罗斯境内举
行的是“坦克两项”、“侦察尖兵”和
“野战炊事”等17个项目。

“国际军事比赛－2018”在莫斯科开幕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国家国
际发展合作署 28日宣布，鉴于老挝南部
地区近日突发溃坝事故，中国政府决定
紧急向老挝政府提供一批人道主义援
助物资。

在当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国家
国际发展合作署表示，鉴于老挝南部
地区近日突发溃坝事故，造成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为帮助老挝政府救助
受灾民众，中国政府决定紧急向老挝
政府提供一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主
要包括 100 艘冲锋舟、500 顶帐篷、100

套净水器等。中方将以最快速度筹措
物资，运抵灾区，让当地民众尽快得到
妥善安置。

本报老挝萨南赛县 7月 28日电

周娜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列车”
医疗队抽组的医疗防疫分队 27日在老
挝阿速坡省萨南赛县溃坝事故受灾民
众安置点指导防疫工作，查看受灾民众
饮用水源、临时厕所卫生情况，并进行
专业消毒和杀虫处置。

截至 27日晚，解放军“和平列车”医
疗防疫分队驻扎点附近共开设 3个老挝

政府指定的受灾民众集中安置点，安置
3000人左右。安置点人员居住密度大，
生活垃圾未得到妥善处理，蚊蝇密度不
断上升，生活用水卫生状况存在隐患，
饮食卫生得不到保障，陆续出现发热、
腹泻患者多例。

对此，医疗防疫分队派出专业人员
指导灾民安置点建立传染病报告制度，
收集汇总病例信息，指导生活饮用水源
管控，开展个人卫生防病的宣传教育，
并专门拟制卫生防病建议案，目前已提
交老挝国家和军队卫生部门。

中国将向老挝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解放军“和平列车”医疗队启动老挝阿速坡溃坝灾后防疫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记者
叶昊鸣）记者 28 日从应急管理部了解
到，针对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巴彦淖尔等
地近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和全区整体灾
情，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启
动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

据了解，应急管理部已于 27日派出
工作组赶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地方开

展救灾工作。此前应急管理部已向内蒙
古紧急调拨 3000顶帐篷、5000张折叠床
和30000件（床）衣被等中央救灾物资，支
持受灾地区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过渡期
生活救助等，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据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报告，截至7
月 27日 7时统计，灾害已造成包头、巴彦
淖尔等 12盟市 57旗县区 76.1万人受灾，

因灾死亡 12人，失踪 2人，紧急转移安置
近 10万人，倒塌房屋 2528间，严重损坏
房屋3152间，直接经济损失53亿元。

灾害发生后，内蒙古自治区减灾委、
民政厅启动Ⅳ级救灾应急响应，先后派出
6个工作组赶往重灾区查灾核灾，根据灾
情形势发展，24日 11时，将自治区洪涝灾
害应急响应等级由Ⅳ级提升至Ⅲ级。

针对内蒙古暴雨洪涝灾害

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

本报北京7月26日电 记者柴华
报道：为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对军休干部
的关怀，集中展示广大军休干部“离休
不离志、退休不褪色”的良好形象，北京
军休系统 26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
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暨庆祝建军 91周
年活动。

此次活动主要包括，“不忘初心、助
力改革强军——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
京津冀军休干部书画摄影作品展”和第
三届“北京军休榜样”颁奖仪式。展览

共展出作品 300余幅，广大军休干部用
笔墨书写新时代，用镜头记录新生活，
热情讴歌了改革开放 40年来的辉煌成
就，集中展现了他们对人民军队的无限
深情和心系国防的家国情怀。

退役军人事务部、军委政治工作部
相关部门和北京市民政部门领导，军队
驻京各大单位老干部部门及军休干部
代表等800余人参加了活动。

本报讯 唐瑀、陈楠报道：为庆祝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1周年，7月 23日

下午，解放军驻京老干部服务管理局第
五综合服务保障中心在解放军老干部
活动中心礼堂举行“传承红色基因，赞
颂崭新时代”文艺演出，中心所属老干
部和工作人员欢聚一堂，喜迎“八一”建
军节到来。

演出期间，合唱歌曲《歌唱周智夫》
深情礼赞了北京卫戍区某干休所老干
部周智夫不忘初心、以身许党的坚定信
仰，赞颂了他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革
命本色。

北京军休系统举行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庆祝建军91周年活动

7月28日17时，中断行车16天的宝成铁路顺利抢通，全线恢复通车。图为当日，列车通过抢通的宝成铁路王家沱至乐

素河区间。 新华社发

关注“国际军事比赛-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