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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毛泽东同志曾说：“共产党员是

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

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什么是

“特别的人”？他们是什么样子？笔

者认为，老英雄张富清就是“特别的

人”的代表之一。

这种“特别”体现在他不忘初

心、坚守信仰上；体现在他功成不

居、大公无私上；体现在他爱国奉

献、为民造福上。张富清转业时完

全可以留在大城市工作，但他却选

择到湖北省最偏远的来凤县；做白

内障手术本可以全额报销价格

7000元的晶体，他却选择了3000元

的；本可以享受更好待遇，他却一辈

子身居陋室，从不向组织伸手。他

说：“如果整天想着自己的事，想着

享受，那我这个共产党员就变了，就

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

在人民军队的历史长河中，像

张富清这种“特别的人”数不胜数。

农民将军甘祖昌，从井冈山一路走

来，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头部曾3次负伤，为了不给组织

添麻烦，主动申请回江西农村老家

务农。他说，活着就要为国家做事

情，做不了大事就做小事。战斗模

范李文祥把战争年代荣立的一等

功、特等功等勋章和荣耀都装进了

一个小布包，扎根农村50多年，带

领乡亲们种田致富，从不向组织要

待遇。抗美援朝特级英雄柴云振，

回国伤愈一出院，就领着几十元的

补助回了老家。他说：“仗打完了，

就该回家了，何况还被敌人咬掉右

食指，扣动扳机也不成了。”

党章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

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

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可以说，完全

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就是共产党员

的“特别之处”。读懂这种“特别之

处”，我们就不难理解甘祖昌将军

为何放弃优厚的生活条件自愿回

乡当农民，不难理解李文祥放着国

家干部不当，甘愿回家与老百姓苦

在一起、乐在一起，不难理解张富

清为什么能做到一辈子坚守初心、

不改本色。

生活中也有这样一些共产党

员，入党时也曾宣过誓，但随着时间

的推移、环境的变化、地位的提高，

共产党人的“特质”慢慢消失殆尽。

个别人“心动于微利之诱，目眩于五

色之惑”，以权谋私、腐化堕落，最终

变质变色，沦为党和人民的罪人。

诗人臧克家说得好：“骑在人

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给人民

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每名

战友都应学习张富清坚守初心、对

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淡泊名利、甘

于奉献的精神品质，恪尽职守、担

当使命的务实作风，清廉自守、克

己奉公的高尚情操，努力创造无愧

于先辈、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担

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

任务。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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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者，守卫国土家园，可爱。师者，
培育国之栋梁，可敬……”

7月中旬，一张 A4纸上的留言火爆
朋友圈。纸上简短的“聊天记录”背后，是
一段军民鱼水情的动人故事。

7月以来，湖南省衡山县遭遇持续
性强降雨，湘江衡山站水位最高达
54.17米，超警戒水位 5.17米，形势严峻。

7 月 10 日，武警某部第七支队 200
余名官兵火速赶赴衡山县抗洪抢险，
并计划临时驻扎在衡山县城西完全
小学。

听说武警官兵要在学校驻扎，已放
暑假的老师们在微信群里热烈讨论开
了：“我们办公室有六七张沙发椅可以
躺”“听说官兵自备气垫打地铺，心
疼”……

10日 18时许，城西完全小学总务处
主任周文在家匆匆吃完晚饭赶回学校，
带领 10多位老师一起打扫教室和办公
室卫生，准备好水杯、被子、矿泉水、西瓜
等生活用品和食品，并仔细检查空调、风
扇、开水壶等电器设备。

做事细致的周文担心武警官兵吹空
调着凉，中途又回家取了毛毯，并在办公
室点了一支驱蚊艾条。

离开房间前，周文在一张A4纸上写
道：“致最可爱的人：因条件简陋，敬请谅
解！室内的纯净水、茶叶等物品请放心使
用 。房 间 WLAN 为 ZWC，密 码 是
12345678，为衡山抗洪抢险的你们辛苦
了！顺颂晚安。”

写好留言，时近 22时，周文将门虚
掩后离开。

11日凌晨 3时，在抗洪一线奋战了
10 多个小时的武警官兵满身疲惫来到
学校休整。一进门，带队的武警某部第七

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何善钦就注意到了
纸上的留言。

看到温馨的提示和细致的安排，何
善钦和战友们感动不已。通过办公桌上
的一本荣誉证书，何善钦得知留言老师
姓周，便提笔写了回复：“周老师：你好，
借宿贵地，不胜感激。兵者，守卫国土家

园，可爱。师者，培育国之栋梁，可敬。岗
位不同，责任相当。愿身体安康，桃李芬
芳。某部第七支队敬上。”

当日早上 6时，只休整了 3个小时
的官兵将房间物品收拾整齐、卫生打
扫干净后，再次出发赶赴抗洪一线。
“我们的官兵真是太可爱了！”11日

早上 7时，周老师早早赶到学校，发现办
公室和教室整洁如初。周老师深受感动，
便将留言条拍照发到了学校教职工的工
作群里。

留言条被传到网上后，广大网友被
这份军民鱼水深情感动，纷纷转载点赞。
网友“平静岁月”留言：“向奋战在抗洪抢

险一线的武警官兵致敬！你们辛苦了！”
网友“爱你兵哥”留言：“军民一家亲，合
力战洪魔……”

7月 15日，经过数昼夜的连续奋战，
该支队官兵顺利完成衡山抗洪抢险任务
归建，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赞歌依然回
荡在湘江两岸。

“最可爱”@“最可敬”
—武警某部抗洪官兵与群众的纸上“聊天记录”感动万千网友

■本报记者 代 烽 特约记者 涂敦法 通讯员 杨忠新

本报讯 李磊、张盼报道：仲
夏时节，海拔 5200多米的唐古拉
山口风雪突降，西藏军区青藏兵
站部某汽车运输旅官兵正在进行
短暂休整。野战炊事车内，四菜
一汤香气扑鼻；寒区帐篷里，高原
防风取暖火炉烧得正旺；汽车驾
驶室内，便携式氧气袋为驾驶员
提供充足氧气……该旅运输梯队
配备了野战食宿保障系统，为官
兵征战天路提供有力保障。

调整改革以来，该旅遂行应
急性、突发性任务次数明显增多，
运输时间跨度更大，道路环境更
加复杂。面对新情况新要求新标
准，该旅党委通过考察论证，为运
输梯队配备野战食宿保障系统，
使车队有了“车轮上的兵站”，可
为官兵提供全天候、全要素后勤
保障。

该野战食宿系统具有方便
携带、易操作的特点，从衣、食、
住等方面为官兵及时提供后勤
保障。野战食宿保障系统包括
一台高原炊事车，可在高海拔
环境下提供热食；一套野战帐
篷和取暖火炉，帮助官兵抵御
风雪严寒；一组便携式供氧装
备，可为官兵补充氧气缓解高
原反应；一辆应急物资车，能有
效解决长时间滞留期间的保障
问题。

如今，在集食宿保障、救护医
疗、车辆维修等功能于一体的临
时“兵站”里，官兵经过短暂休息
补给，就可以精神饱满地继续征
战天路。野战食宿保障系统启用
后，该旅官兵已顺利高效完成数
次应急运输保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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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贫困村旧貌换新颜，得益于党和国
家精准扶贫的政策，也得益于大家弘扬长征精
神，奋发图强……”近日，江西瑞金叶坪乡华屋
村，一堂别开生面的微党课开讲。在17棵刻有
烈士姓名的“信念树”前，武警江西总队70余名
师团职干部共话沧桑巨变，感悟初心使命。
“把教育课堂搬到革命旧址，为的是从历

史中汲取奋进的力量。”该总队注重用活用好
驻地红色教育资源，分批组织师团职干部到革
命旧址现地教学，引导大家对比今昔，感受驻
地的发展变化，坚定信党爱党跟党走的决心。

华屋村是远近闻名的红军村。苏区时期，

村里仅有 43户人家，家家有人参加革命。上
世纪30年代初，村里17名青壮年投身革命前，
每人种下一棵象征革命长盛长青的松树，最后
他们全部在革命中牺牲。

为缅怀先烈，村里在“信念树”旁修建了
红军烈士亭，教育激励后人继承先烈遗志，
弘扬革命精神。“脱帽，向革命烈士默哀！”拾
级而上，大家在纪念碑前鞠躬肃立、敬献花
篮……1个多小时的参观见学中，大家一路探
访一路观摩，一路倾听一路思考。

白墙黛瓦的客家小楼，错落有致的果蔬
大棚……讲解员介绍道，由于战争重创、资

源匮乏等原因，华屋村一度非常贫困。2012
年，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
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经过几年的脱贫
攻坚，华屋村顺利实现脱贫致富。如今，村
里又搞起了大棚水果蔬菜、农产品加工和
红色旅游，村民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参观归来，该总队机关趁热打铁，开展
“牢记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讨论交流，
引导官兵联系自身实际找差距。近日，该总
队党委机关结合教育活动深入基层解难帮
困，帮助解决军属安置、军娃入学、官兵住房
等现实问题，提升官兵的幸福指数。

红军村里话初心
■戴庆明 何宗卯

本报讯 特约记者赵欣、实习记者徐鹏
报道：“近年来，部队战斗力建设水平不断提
升，但个别课目训练仍有明显不足。”7月上
旬，第 73 集团军机关各党小组召开党小组
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
题研讨交流，针对备战打仗中的短板弱项找
问题、挖根源、寻对策。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当前领导机关在

解决‘两个不够’‘五个不会’问题上还做得
不够，部队作战理念相对陈旧，有分量的研
究成果有限。”该集团军领导向记者介绍，针

对深化和拓展军事斗争准备的实际，他们始
终把破解制约核心军事能力提升的重难点
问题作为推进主题教育的基本着力点。主
题教育开展以来，他们紧紧围绕战斗力建设
这条主线，着力整治领导机关谋战务战精力
不够集中等问题，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翻看该集团军主题教育实施方案，记者
发现，“和平积弊纠治不深入不到位”“研究
新编制新体制下练兵备战的新思路新举措
不够有力”等问题被一一列出。此外，他们
还作出专项安排，由集团军领导带领机关人

员针对提高党委机关指挥打仗能力的问题，
结合战役指挥训练暨指挥所演习进行检讨
反思，深化主题教育效果，切实提升备战打
仗本领。

为确保整治质效，他们严格抓实调研工
作。主题教育开展前，集团军党委常委、部
门领导、机关业务处领导分别结合自身工作
职责，围绕破解备战打仗的短板弱项确定调
研课题。他们还结合日常训管督察、指导部
队演训，加强研究论证，跟进检验评估，以调
研成果指导推动工作落实。

第73集团军推进主题教育重在破解战斗力建设难题

检讨短板弱项 提升打赢本领

7月15日，西部战区陆军某旅在祁连山下组织实弹射击训练。

王英楠摄

官兵扛沙袋加固堤坝和A4纸上的留言。 黄开彬摄 方 汉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