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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国全、通讯员侯融
报道：早春时节，海军某部组织的实战化
演练在波峰浪尖打响。记者在某新型两
栖船坞登陆舰上看到，党员干部积极发
挥模范带头作用，官兵们精神饱满、士气
高昂。该部领导介绍说，海军深化“三讲
三整顿”专题学习教育，有效激发了党员
干部干事创业热情。

开展以“讲政治、讲纪律、讲规矩，整
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为主要内
容的“三讲三整顿”专题学习教育，是海
军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紧盯海军转型建设需要，加强党的建设
采取的一项举措。
“必须认真落实全面从严要求，抓

好系统整顿、深入整顿、持续整顿，才能
进一步打牢海军各项建设的基础。”今
年初，海军党委调研发现，此项专题学

习教育自去年在团以上领导机关开展
以来，使党员干部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
得到校正，一些不讲政治、不守规矩的
现象得到遏制，但仍存在个别党员干部
为官不为、懒政怠工，畏首畏尾、瞻前顾
后等问题。为此，他们研究决定，深化
“三讲三整顿”专题学习教育，使存在问
题得到有效解决。

翻看海军党委下发的《深化“三讲
三整顿”专题学习教育意见》，记者看
到他们明确规定，学习教育要聚焦“振
奋革命精神、勇于担当作为”主题，重
点纠治“学习不深入、研究不深入、作
风不深入，工作推进难、推进慢甚至推
不开、推不动”等 10 种不良现象，引导
党员干部立足更高政治站位、坚持更
高要求积极改进作风，以饱满热情干
好工作。

走在前列，力行真改。海军党委
率先从自身严起、抓起、改起。他们认
真查摆思想观念、工作摆位、打仗导
向、训风演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出台
《海军党委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实施细
则》；在海军党委机关干部考核中，一
批优秀人才得到提拔重用，数名干部
因考评不合格暂缓调职晋级；针对工
程立项等问题多发领域，制订《海军建
设项目立项审批暂行办法》，进一步扎
紧扎牢制度笼子……
“今年，我们将采取自上而下、一级

抓一级的办法，把团以上党委和机关普
遍抓一遍。”海军政治工作部领导介绍，
海军党委将形成常态化机制，一年聚焦
一个主题，持续深化“三讲三整顿”专题
学习教育，为高质量推进海军建设创造
有利条件。

聚焦转型强党建 振奋精神勇担当
海军认真落实全面从严要求深化“三讲三整顿”专题学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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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月 12日电 4 月 1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祝贺他再次被推举为朝鲜国
务委员会委员长。

习近平表示，你在朝鲜最高人民会
议第十四届一次会议上再次被推举为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
长，这体现了朝鲜党和人民对你的信任

和拥护。我谨向你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
挚的祝愿。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年来，在
委员长同志领导下，朝鲜经济社会发展
不断取得新成果，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
的历史阶段。我相信，在委员长同志确
定的新战略路线指引下，朝鲜人民一定
会在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各项事业中取得
新的更大成就。

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山水相连
的友好邻邦。我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
合作关系。去年以来，我同委员长同志
四次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掀
开了中朝关系新的篇章。我愿同委员长
同志一道，以两国建交 70周年为契机，
推动中朝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更好造
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电贺金正恩再次就任
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4月11日，第75集团军某旅为2019年即将离队的43名退役

干部和80名转业士官，举行向军旗告别仪式，用军营特有的方式

为战友们送别。

图①：退役干部、转业士官宣誓。
图②：与战友深情告别。

周晓锋、张正举摄影报道

光荣的告别

近段时间以来，95岁战斗英雄

张富清有功不居功、始终跟党走的

事迹感动军营内外。“慨然抚长剑，

济世岂邀名。”张富清用笃定的坚

守，诠释出什么是共产党人的本色

和境界。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共

产党员的本色，需要用行动来砥

砺，用一生来检验。生与死、名与

利、得与失的选择面前，最能彰显

出一个人的本色和境界。在部队

服役时，张富清不惧枪林弹雨，把

本色体现在冲锋陷阵、打仗立功

上；回到地方后，他将荣誉藏起，把

本色体现在公私分明、坚守原则

上；到了晚年，他不向组织伸手，把

本色体现在安于清贫、淡泊名利

上。“我一直按我入党宣誓的去

做”，张富清用行动告诉我们，什么

叫“组织上入党一生一次，思想上

入党一生一世”。

奋斗新时代，广大党员和革命

军人就要像张富清那样，做到不忘

初心，永葆本色。

本色因坚守而永恒
■李军营

本报讯 王树财、王仕超报道：近
日，在火箭军某部组织的发射架考核中，
面对距空袭预警时间已不足 5分钟的紧
急关头，3名发射架长临机决断，指挥发
射架各号手争分夺秒完成装备撤收，迅
速退至掩体，成功规避“敌”火力打击。

而在一个月前的演练中，蓝军分队
悄然出现，发射阵地暴露，官兵仓促应战
“损失惨重”。复盘总结会上，作战方案
滞后、方案更新不及时、特情处置能力差
等诸多制约战斗力的“痛点”问题，被逐
一查找出来。

针对问题，该部按照“科学拟案、演练
定案、动态修案、常态用案”的原则，常态
组织机关参谋、营连主官根据形势任务变
化、未来战场态势、战场环境，拟制完善作
战方案，规范从指挥所到演训一线的指
挥、作战流程，不定期组织方案推演论证

和战场对接细化，并按战备等级转换组织
贯穿昼夜、全时限、全流程的实兵实装演
练，全面检验作战方案的可行性。

该部围绕核生化袭击、战场紧急救
护等课目进行实战化综合演练，从严从
难构设环境，通过模拟阵地暴露、机动途
中遭遇空中打击等各类险情困局，重点
对应急处置、紧急转场部署等实战能力
进行加钢淬火，倒逼参谋人员、一线指挥
员融入“战位”，不断创新战法训法，在
“战火”中不断提升预想预判和应急应变
能力。

火箭军某部紧贴实战设置险情危局

演训一线淬炼应急应变能力
本报讯 王卓、特约通讯员黄宗兴报

道：3月底，新疆军区某部官兵来到该军区
喀喇昆仑精神主题馆参观，一张张浴血奋
战的照片感人至深，一个个卫国戍边的故
事滋润心田，官兵们在感悟先辈光辉战斗
历程中深受鼓舞。在深化“传承红色基
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中，新疆军区
把读史学史悟史活动贯穿始终，引导官兵

在铭记军区部队光荣战史中传承红色基
因，砥砺血性虎气。

主题教育开展期间，新疆军区党委一
班人感到，处在改革强军新时代，必须要
在学懂弄通红色历史中把信仰信念、革命
精神、工作作风传承发扬好，把理想信念
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新疆军区组织精干力量编印《新疆军

区英模谱》《红色基因代代传》《新疆军区
履行“三队”使命故事集》“一谱一本一集”
读本，并下发所属部队。他们还组织党委
中心组带机关进行党史军史专题学习，并
在军区“喀喇昆仑卫士”微信公众号上开
辟“强军故事汇”专栏，讲述军区历代英模
事迹，让红色基因深深根植官兵血脉。

不久前，新疆军区某步兵团在组织实
弹射击考核时突降大雪，官兵们顶风冒雪
以优异成绩完成考核。该团领导说：“军
区前辈一往无前的血性胆气凝结成了厚
重的辉煌战史，在新时代就要继承他们敢
打必胜的豪气和所向披靡的锐气。”

新疆军区用先辈光辉战斗历程激励官兵矢志强军

铭记辉煌战史 砥砺血性虎气

本报讯 赵欣、特约记者赖文湧报
道：“1952 年，在朝鲜战场上，冒着零下
38摄氏度的严寒，战士们把被冻成冰疙
瘩的土豆放在肚皮上焐热后，啃上几口
就扛起枪继续战斗……”3月底，第 73集
团军某旅主题教育配合活动“寻根故事
会”现场，主持人彭凤瑶利用微信连线远
在江苏大丰的旅队老兵朱国钧，并将手
机投屏至投影仪，邀请这位精神矍铄的

91岁老兵和官兵面对面交流。
“一个战斗故事就是一堂生动的教

育课。”该旅党委一班人认为：必须用最
能打动人的故事，增强教育的感染力。
教育展开前，他们启动“寻根之旅”活动，
派人赴 5 个省市走访多名旅队参战老
兵，请他们讲述亲身经历的最激烈、最感
人的战斗故事，并制成录像、画册，为主
题教育提供鲜活素材。同时，组织宣讲

团深入训练一线、走进野外帐篷开展“寻
根故事会”活动，并适时安排部分参战老
兵和官兵连线，面对面讲述亲历故事，心
贴心交流切身感受。

此外，他们还借助强军网、微信公众
号、旅队电视台等平台开展“听红色故
事、唱红色歌曲、看红色影片、晒红色影
评”活动，引导官兵线上感悟红色基因、
线下争做英雄传人。

第73集团军某旅开展“寻根故事会”活动

聆听昨天故事 体悟今天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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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版“最美退役军人”专栏推出

“就想为部队和战友多做点事”
——探寻战斗英雄、老兵刘景瑞34年的拥军情结

“希望乡亲们再接再厉、奋发图强，
同心协力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努
力创造独龙族更加美好的明天！”习近平
总书记 10日给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
群众回信，在独龙江乡和云南脱贫攻坚
一线引起热烈反响，进一步激发了独龙
族同胞自强不息、蓬勃向上的干劲和热
情，更加坚定了广大扶贫干部和贫困群
众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
“总书记给我们回信啦！”11 日上

午，在独龙江乡的卡雀哇广场，独龙族群
众身着盛装，手拉手跳起舞蹈，听乡党委
书记余金成宣读回信。宣读完后，独龙
族学生用独龙语高声合唱《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欢声笑语响彻峡谷。

独龙族是我国 28 个人口较少的民
族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原始社
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少数民族
之一，主要聚居在贡山县独龙江乡。当

地山峻谷深，自然条件恶劣，一直是云南
乃至全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近年来，在经过数轮艰巨的扶贫开
发后，独龙族实现整族脱贫，融入现代文
明的步伐不断加快，独龙族群众从封闭、
保守、落后的“民族直过区”，走向开放、
包容、发展的新天地。

这几天，独龙江乡组织多个宣讲学
习组，到全乡6个村委会宣读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的回信。在独龙江乡巴坡村委
会，40多名独龙族群众聚精会神，听独龙
族群众脱贫发展的带头人、贡山县“老县
长”高德荣宣读回信。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句句都是对

我们的惦记，句句说到我们心坎上。”高
德荣激动地说，“这几年独龙族群众生活
变化非常大，懂感恩、干劲足的人多了，
学着做买卖、搞产业的人多了，等靠要的
人少了。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

生态保护好、民族团结好、边疆稳定好、
经济发展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好！”
“党的好政策，让独龙族过上了幸

福生活，独龙人民永远感谢党，永远跟
党走……”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
后，78岁的文面女李文仕又一次激动地
用独龙语唱起了自编的“感恩歌”。

独龙族“一步跨千年”，独龙族整族
脱贫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最直接的体现。余金成介绍，教育、卫
生、民政等一大批民生项目建成使用，独
龙族小学生入学率、巩固率和升学率均
保持 100%，全族人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
高，独龙族还有了第一个女硕士研究生。

在独龙江乡，曾经刀耕火种的传统
生产方式已经改变，草果、重楼、独龙蜂、
独龙牛等特色种植养殖产业遍地开花，
群众脱贫致富的增收渠道一步步拓宽。
（下转第三版）

坚定不移跟党走 建好家乡同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激励云南贡山

独龙族群众继续团结奋斗创造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