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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鑫报道：“不热心务教，
对抓教育被动应付、敷衍了事”“破除和
平积弊还存在口号化、标签化、简单化现
象”……近日，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党委召
开议教会，动员部署主题教育后，党委成
员并不急于制订工作计划，而是人手一
份问题清单，先对去年主题教育中的短
板“欠账”主动查摆整改，以上率下推动
主题教育抓深走实增效。
“ 日 历 翻 页 ， 不 代 表 问 题 ‘ 翻

篇’。”该旅政委郭红庄说，在去年的主
题教育中，触及灵魂不够、融入中心不
够、实践转化不够等问题还不同程度存

在，今年主题教育必须坚持驰而不息推
进整改，接续用力推动问题解决。

为防止出现把问题教训抛之脑后，
该旅对去年梳理总结出的 5大类问题进
行“回头看”，从党委常委到基层官兵，人
人对照此前的“问题清单”逐一“过筛
子”，对落实不力、反弹回潮的问题进行
专项纠治，认真追查责任，督促进一步整
改落实，对进度缓慢、未按要求落实的单
位和个人，区别情况，依规处理。

已解决的问题严防反弹，易反复的
问题紧盯不放。笔者在侦察一营了解
到，他们对去年对照自查时找出的 36个

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发现去年已被列为
“已经解决”的问题中，“学习教育‘过度
留痕’”“在熟悉路线训练多、在陌生地
域训练少”等现象，今年第一季度出现
反弹，他们随即制订了更加严格的整改
措施。

以问题导向树靶子、定目标，推动
官兵边学边改、立行立改。近日，该旅
组织侦察分队开展实战化对抗演练，官
兵围绕“和平积弊怎么破、强军重任怎
么担、备战打仗怎么办”，深挖整改过
去演训场上制约战斗力提升的“病
灶”，一批寒区战法训法得到检验。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强化督导问效推动教育成果巩固深化

起步主动回头看 严格整改防反弹

本报讯 王涵报道：“一次边境作战
中，战士安忠文闯入敌阵，在右脚掌前半
截被炸掉、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他毅然横
身滚响 3颗地雷，用血肉之躯为战友开
辟前进的道路……”前些天，第 74集团
军某旅指导员秦浩航声情并茂的授课深
深吸引了台下战友。该旅政委周辉告诉
笔者，他们在主题教育中推行“竞聘式”
授课，让官兵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前不久，该旅党委调研发现，基层
官兵对教育课满意度不高，贴近官兵心
灵的精品课不多，“填鸭式”教学、流

水账式笔记还存在，真正能引发官兵共
鸣、让官兵铭记于心的教育内容有限。

为了让政治教员“动”起来、让教
育方式“活”起来，该旅改进教育方
式，针对主题教育阶段性内容确定选
题，采取“普遍备课、集中评议、择优
选取”的方式选出精品课，让竞聘成功
者在全旅巡回授课。他们还专门开办培
训班，聘请优秀教员当老师，竞聘失败
者进入培训班学习，考评合格才允许再
次登台授课。

讲得好登台巡讲，讲不好回炉培

训。笔者在竞聘现场看到，台上，授课
教员娓娓道来、妙语连珠；台下，20
多名基层评委仔细听课、认真评分，现
场气氛十分热烈。

新模式激发新活力。该旅党委举
一反三，通过创新主题教育方式方法
带动经常性思想教育提质增效。据了
解，“竞聘式”授课模式推行以来，该
旅政治工作干部的授课水平在相互切
磋中稳步提升，通过竞争上岗实现巡
回授课的政治教员已有 23人。近段时
间，官兵参加政治教育的热情高涨。

第74集团军某旅推行“竞聘式”授课提高主题教育质效

讲得好登台巡讲 讲不好回炉培训

在天山深处的这片训练场，尽管
仍是冰天雪地，新疆军区某步兵团团
长和永杰的额头上却沁出汗珠——

3月中旬，根据训练安排，该团在
此组织某型手榴弹实投训练，积雪初
融的场地上弥漫着刺鼻的硝烟味。

拔销、引弹、出手……一枚枚手榴
弹在目标区“开花”。然而，待到警侦
连上等兵蒋涛投出手榴弹后，却久久
没听到爆炸声。
“出现未爆弹！”对讲机里，现场指

挥员孟凡涛下令暂停作业，并向团长
和永杰报告。
“加强警戒，准备排爆！”查明情况

后，和永杰随即下令。
排爆组领回炸药和火具，切导火

索、插入雷管、固定装药……工兵连连
长宗帅成操刀，娴熟地制作好起爆体。
“团长，让我上！”宗帅成主动请缨

执行排爆任务。
和永杰却斟酌起来：团队自从使

用某型手榴弹进行实投作业以来，还
从未出现过未爆弹。虽然排爆组官兵
接受过专业培训，却没有处理此类未
爆弹的实战经验……审定作业方案
时，有排爆实战经验的和永杰主动加
入了排爆组。
“我有排爆经验，让我来！”和永杰

的话让排爆组其他成员都愣了一下。
“团长，我们有信心，还是让我们

上吧！”大家纷纷请战。
“都别争了，我来！”准备就绪，和

永杰带上工具，叮嘱排爆组注意通过
望远镜观察他的排爆动作，然后缓步
向落弹点走去。

灰蒙蒙的天空飘着雪花，和永杰
一步步走近落弹点。望远镜里，官兵
看到和永杰在落弹点附近缓缓蹲下，
双手将放置板小心翼翼地搁在未爆弹
上方……空气仿佛凝固了。看着和永
杰排爆的每一个动作，大家屏住呼吸，
心提到了嗓子眼。
“滋……”一阵白烟冒起，和永杰

迅速撤到安全区域。十几秒后，随着
一声巨响，未爆弹被成功引爆。

新疆军区某步兵团实投作业中,某型手榴弹出现一枚
未爆弹——

团长加入排爆组
■赵金山 杨希圆 本报特约通讯员 黄宗兴

4月1日下午，浙江杭州一位老人在

河边散步时意外落水。正在附近训练的

武警杭州支队下城中队官兵听到呼救声，

第一时间前往救援。中士叶水攀和上士

宾汉鹏相继跳入河中施救（图①）。奋力
游到体力即将耗尽的老人身边，叶水攀抱

起老人，将其营救上岸（图②）。中队卫生
员立即对老人进行紧急救治（图③），120
救护车随后赶到将老人送往医院接受进

一步治疗。 周 祥摄影报道

本报讯 徐永刚、郭文旭报道：穿
山林、涉深水……连日来，武警安徽总
队阜阳支队第一季度“魔鬼周”训练将
特战队员逼入“逆境”“绝境”，逼着他
们咬紧牙关，在突破生理和心理极限
中不断超越自我，锤炼军人血性。

血性如刀，不砺则无锋。徒手推
车 2公里后，天降大雨，参训官兵以为
会组织休息。没想到，短促的集合

哨音骤然响起，泥潭搏击按计划展
开……训练中，队员们一次次跌倒，
又一次次爬起。“要培育血性虎气，在
近似实战的环境下摔打锤炼，是最好
的途径。”指导摔擒训练的副支队长孙
明灿如是说。

生铁成为精钢，经历的是烈焰淬
炼。从山地搜捕行动到 30公里奔袭，
一场场激烈的战斗，一个个高难的课

目，不仅是速度、难度、险度的考验，
更是战斗精神的比拼。在丛林搜捕
中，机动中队中队长韩晓森为了不暴
露行踪，咬着牙在风雨交加的荆棘丛
中潜伏了 2个多小时，手臂和腿部多
处划伤，最终成功完成隐蔽侦察任
务。走下“战场”，他一脸自豪地说：
“轻伤不下火线，只有坚持到最后才
能取得胜利。”

突破极限，砥砺特战刀锋
武警阜阳支队“魔鬼周”训练注重锤炼战斗精神

本报讯 强静雅、邹晶报道：近日，
陆军航空兵学院某研究所组织课题研讨
会，某研究室主任马达将当兵代职时搜
集的素材融入最新的课题研究，受到与
会专家认可。去年以来，该所通过组织
科研干部赴作战部队当兵代职，进一步
摸清当前部队备战打仗的难点所在，并
据此修改完善部分科研项目，立起“为战
而研”的鲜明导向。

去年，陆军组织院校和科研机构干
部当兵代职，该所党委积极响应，组织部

分研究室主任、组长和业务骨干赴陆军
部队荣誉营连。科研干部们在接受战斗
作风洗礼的同时，也带回了课题研究的
一线需求和第一手素材。

某研究室主任黄毅，当兵代职期间
结合部队训练实际，开展军事训练创新
方法的探索研究，并形成报告为部队首
长机关提供决策咨询。某研究室副主任
侯健是模拟仿真专家，他发挥自身特长，
为部队飞行训练模拟器、机务训练模拟
器进行升级，当兵代职期满后，受部队邀

请，他代职延期 1个月，完成后续工作。
归队后，侯健还结合部队实战化训练需
求，牵头负责某型武装直升机战术训练
系统课题，并提出了贴合部队实际的组
训新思路。

沉到基层取真经，聚焦实战搞科
研。据悉，针对某型主战装备战斗力提
升相关课题，该所近期将依托总师负责
制开展联合攻关，并与多支部队建立常
态化交流机制，基层部队的难题成为军
事科学研究的课题。

陆航学院某研究所组织科研干部赴基层当兵代职

备战难题牵引科研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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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青藏高原冰雪渐融。
西藏林芝波密县烈士陵园，在川藏兵
站部官兵的陪同下，从四川赶来的 19
岁女孩何语嫣第一次站在了父亲何春
光的墓前。

19年前的春天，川藏兵站部原某
汽车团战士何春光，告别出生才 2个多
月的女儿，返回部队。同年 3月 21日，
何春光驾驶的运输车在任务途中突遇
险情失控冲向帕隆藏布江。危急时
刻，他果断处置，同车的战友获救了，
他却将生命永远留在了雪域高原。令
人遗憾的是，当时因为天路险阻、交通
不便，亲人们连何春光的最后一面都
未能见到。

妈妈一直告诉小语嫣，她的爸爸
是军人，在很远的地方，有很重要的工
作，不能回家陪她。直到有一次，学校
老师布置了以《我的爸爸》为题的作
文，小语嫣交了白卷，妈妈才告诉她父
亲已经牺牲的实情。

这些年，何春光生前所在连队的
官兵一直惦念着他的家人，经常到四
川看望小语嫣。上高原祭奠父亲，成
了何语嫣最期盼的事。

今年清明节前夕，川藏兵站部官
兵专程来到何春光家中，接语嫣上高
原为父亲扫墓。

为了护送语嫣和家人到烈士陵园
祭奠，部队派出最好的车辆和驾驶员，
并安排军医全程陪同。即便如此，通
往高原的道路还是充满了艰险。

行至海拔近 5000 米的山口时，因
暴雪封路，车辆无法前行。等待通车
的这段时间，语嫣的妈妈从包里拿出
与丈夫的合影。丈夫牺牲后，她一个
人起早贪黑，照顾家庭，不知流过多少

泪。与 19年来的煎熬相比，眼前的艰
难险阻，她觉得不算什么。

经历数千公里的路途艰辛，一行人
克服严寒、晕车、缺氧等困难，终于抵达
扎木大站。一大早，在官兵的陪伴下，
语嫣和亲人们顶着风雨来到波密县烈
士陵园。

这一面和那一面，隔了生死19年。
“爸爸，我来看你了……”语嫣抚

摸着墓碑，照片中的爸爸仿佛就在她
面前。她的泪水，流向帕隆藏布江，流
向父亲牺牲的地方。
“儿啊，你说执行完任务就回家……”

19年了，何春光的母亲终于通过视频
连线“看到”了儿子。瘫痪在床的何爸

爸，双手不停地颤抖，老泪纵横……
数十年来，661名汽车兵牺牲在这

条英雄路上，留下无数可歌可泣的故
事。随着路况、车辆性能和指挥手段
的提升，2004年以来，川藏兵站部已经
实现连续 14年零亡人。这，是对烈士
最好的告慰。

整齐列队的汽车兵们，向何春光
的墓碑庄严敬礼。他们身后是默默擦
拭眼泪的语嫣。这个 19岁的坚强女孩
告诉笔者，她打算今年报名参军，继续
爸爸未走完的路。

上图：何语嫣为父亲的墓碑描红。

郭 宏摄

你离开时，女儿还未离襁褓；再见你时，女儿已长大成人——

天 路 祭 父
■郭 宏 罗滨颜

真帅！你救人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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