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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特殊的教育活动。
4月 15日，是第 5个全民国家安全

教育日。天刚放亮，武警江苏总队张家
港中队 5名退伍战士就齐聚抗美援朝
老兵黄孝荣家中。他们早已和身在营
区的中队战友约定：今天视频直播黄老
在自家门前举行的升旗仪式。

时钟嘀嗒，上午 8时整，激昂雄壮
的国歌响起。镜头前，93 岁的黄孝荣
努力挺直腰杆，用微微颤抖的双手拉动
绳索，五星红旗徐徐升起，迎风飘扬。
营区内，中队官兵庄严敬礼，向国旗和
老兵致以崇高敬意。
“军人上了战场，就要英勇杀敌、视

死如归，就要守护好这面五星红旗。”仪
式结束后，黄孝荣通过视频看着中队官
兵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再次回忆起那段
烽火岁月。

1950年 2月，黄孝荣参军。同年 10

月，已是共产党员的他随部队参加抗美
援朝战争。在异国他乡，他和战友浴血
奋战。退伍返乡后，他安心务农，很少
提起自己的那段战斗经历。

直到 2013 年，时任中队指导员程
毅偶然听说驻地有位参战老兵每天在
自家小院升国旗，于是带着 8名战士辗
转找到黄孝荣表达敬意，并向老前辈郑
重赠送了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

那天，黄孝荣特地换上干净的白衬
衣，第一次与中队官兵共同举行升旗仪式。

从那以后，中队官兵每逢建党、国
庆等重要纪念日，都会来到黄孝荣家中
一同升国旗，接受红色传统教育，并先
后赠送21面国旗。

从“1”到“21”，随着时间的推移，一
面面五星红旗见证了一名老兵的初心
本色，也记录了黄孝荣与中队的感人故
事，更激励着一茬茬官兵成长进步，黄
孝荣也成了中队“特聘指导员”。
“黄老讲述的战斗故事总是让我热

血沸腾。”中队下士刘平说，自己刚入伍时
不够努力，一次升旗仪式结束，听黄老说
起当年一个班10名战友入朝参战，最后
只活着回来4个人的战斗经历后，刘平深
受触动。后来上了训练场，他每个动作都
拼尽全力，即便受伤也从不轻言放弃。

去年底，中队参加武警部队基层建
设标兵中队评选考核，由于评选标准
高、要求严，一些官兵有了思想包袱。
考核前一天，中队组织官兵来到黄孝荣
家参加升旗仪式，并在国旗下进行誓师
动员。在老前辈的精神鼓舞下，中队官
兵团结拼搏，最终捧回奖牌。

如今，战场硝烟随岁月渐渐淡去，但
黄孝荣叮嘱中队官兵最多的，仍是“练好
杀敌本领，才能保家卫国”。官兵也牢记
教诲，苦练硬功，续写中队新的历史。

天晴朗，风徐徐。看着鲜艳的五星
红旗和镜头里年轻官兵坚定的眼神，黄
孝荣面露欣慰。他相信，自己为之奋斗
的事业，一定会被更多官兵代代传承。

图①：升旗仪式。（资料图片）
图②：视频连线。 陈杰克摄

70年前，黄孝荣毅然从军、保家卫国；退伍返乡，他把参战经历深藏心底。
7年前，武警官兵偶然得知他坚持在家升国旗，主动登门表示敬意，共同见证—

五星红旗映照初心本色
■本报记者 陈 利 特约记者 汪光宝 通讯员 沙子钺

“离机准备，跳！”随着投放口令发出，几
名特战队员依次跃出机舱，伞花凌空绽放，
悄然融进戈壁夜色。4月上旬，昆仑山北麓，
新疆军区某特战旅夜间伞降训练紧张进行。
“担负第一梯队夜间伞降实跳任务的 5

名同志，均为旅队多年培养的骨干，素质
过硬，经验丰富。”该旅副参谋长董海飞告
诉记者，他们的十几项伞降课目考核全部
达到优秀。
“能成为夜间伞降‘探路者’，收集夜间

伞降训练第一手资料，是压力更是荣誉。”21
时许，四级军士长鲁蒙蒙进行登机前最后一
次伞具检查。尽管有着 800余次伞降经历，
但他丝毫不敢大意。
“夜间跳伞安全风险高，技术不过硬就

很容易发生险情。”该旅作训参谋樊益博介
绍，参与训练的特战队员 70%以上实跳超过
50次，形成伞降教员、首席教练员和伞降工
程师多梯次组训力量。
“登机！”22时整，背负翼伞的鲁蒙蒙和

4名背圆伞的队员整装列队登机。
夜幕中，直升机飞向空降地域。
“离机准备！”投放员开始读秒，5名特战

队员左手握住拉绳挂钩，右手收于胸前，一
字纵队排开。
“跳！”鲁蒙蒙和其余 4名特战队员依次

跃出舱门。
夜空中，地面零散灯光和点点星光交相

辉映，伞花依次绽放。
“注意横风，准备着陆……”借助夜视仪

器，地面观察员密切观察队员空中姿态，对
空指挥员的声音从对讲机中传来。

尽管夜间视线不良，鲁蒙蒙还是凭借
丰富经验，顺利降落在指定地域。当最后
一名特战队员袁佛中安全着陆，现地指挥
员迅速组织收拢场地人员，转入数据收集
和经验总结等工作，为下一步夜间多机型、
多伞型普跳训练做准备。

据了解，该旅还计划在伞降课目中逐步
增加隐蔽渗透、引导打击等战术行动，进一
步探索特战队员陌生地域复杂条件下空地
协同训练方式，全面提升特战分队空降渗透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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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牛涛、通讯员范
旭东报道：随机抽题、闭卷准备、限时作
答……近日，一场依托视频会议系统展
开的副团职和正营职干部任前面试考核
在海军陆战队展开。
“部队点多面广，要时刻绷紧疫情防

控这根弦，远程在线考核是最适合的方
式。”海军陆战队领导介绍，此次考核，他
们将远程面试、在线理论考核和各单位
自主组织的体能考核相结合，既避免了
人员集中带来的风险隐患，又保证了考
核高标准展开。
“如何加速战斗力生成适应部队转

型步伐”“如何提升营队全面建设质量效
益”……面试现场，几十名参考干部轮流
上台，围绕政治理论、军事指挥、临机处

置等方面，接受考核检验。整个过程组
织严密、氛围紧张，党委领导到场监考，
院校专家和机关业务处长现场打分。

所属某旅副参谋长姜威刚回答完
必答题，评委就请他结合主官经历，
阐述联合作战中防化分队的运用。视频
另一端，姜威短暂思考后流畅作答，获
得高分。

“把指挥谋略水平高、专业技术能
力强、抓建部队经验足的干部选拔出
来，让干部配备向打仗聚焦。”面试答
辩结束后，考核组汇总线上线下成绩，
将其与干部提升使用、选调交流、送学
培训等事项挂钩，并依据考核结果建立
优秀干部数据库。为确保公信度，考核
全程由纪委督考，全时录像并公布监督

举报方式。
“这次在线面试是我们对干部考核

机制的一次探索创新。”据海军陆战队
人力资源处领导介绍，他们还将专题
召开干部考核评议分析会，研究探索
新体制下选拔考核干部模式，完善干
部队伍能力素质模型，为干部成长进
步增添动力。

海军陆战队结合防疫特点创新干部任前考核方法

从严从紧组织远程在线考核

本报讯 李琦、记者牛辉报道：前不
久，第 78集团军一场历时 2天，涵盖共同
理论、军事技能、基础体能等多个课目的
预任正团职干部考核落下帷幕。自组建
以来，该集团军坚持按打仗标准选拔使
用干部，牢牢立起为战选人导向。
“各级干部是带兵打仗、练兵打仗的

第一责任人，抓好干部队伍建设关乎部
队战斗力建设长远发展。”该集团军领导
介绍，为确保新体制下指挥更加迅捷高
效，干部队伍必须具备更强的综合能力
素质。为此，他们制订出台集团军加强
干部教育管理措施和干部晋升考核实施

办法等，形成对干部培养、考察、选拔、使
用、监督、问责的闭合回路，选拔更多思
想政治强、军事素质硬、群众基础好、作
风形象正的人才走上新岗位。

此次考核既包括笔试面试环节，也

包括军事素质综合评定。军事素质考核
单项课目不及格者，则总评成绩不合格，
将被暂缓晋升。走下考场，该集团军作
训处副处长李志林说：“随着机关基层各
项训练不断走深走实，干部选拔配备考

核真是强强对抗、竞争激烈。”
据了解，仅去年，该集团军按为战选人

要求严格筛选，有多名考核不过关的干部
延缓晋升。基层官兵纷纷表示，跟着能打
仗的干部练兵备战，信心更足、斗志更强。

第78集团军以考促战锤炼干部队伍能力素质

细化考核机制选拔打仗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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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胜、特约记者徐伟报道：
阳春三月，武警合肥支队组织教练员网
上考核，机动一中队中队长李想根据随
机抽中的捕歼战斗课目进行网上教学授
课。该支队领导介绍，他们狠抓训练教
学责任考评，解决了权责不清、任务不明
等问题，推动了部队训练质效提升。

该支队在年度教练员队伍考评中发
现，有的训练教案年年老一套，大而化
之、照本宣科；有的教学与实战贴得不够
紧，存在“走过场”现象。为此，他们注重
压实训练教学责任，突出抓好主官任教、
按级任教、专长任教、履责任教，逐级明
确教学职责，建立教练员“每月考核、季
度考评、年终比武”3项制度，确保人人
肩上有担子、教学质量有保证。

记者在考场看到，参加考核教练员
的基本信息、教学分工和教学责任一目
了然。考官结合教练员的教学任务，随
机抽考，临时“加码”，倒逼他们研究训练
教学、创新训练方法。

教学责任考评，激发了教练员队伍
建设活力。特战中队下士董家宾入伍
前是一名散打运动员，由于专业优势突
出，他通过选拔考核被任命为教练员并
担负多个课目教学任务。前不久，因考
核总评优秀，他被评为“教练员之星”。
同时，该支队还严格问责，把组训能力、
任教成绩作为奖惩依据。1名教练员因
未完成军事训练教学任务被取消教练
员资格，2名教练员因成绩优异荣立个
人三等功。

武警合肥支队狠抓训练教学考评

压实责任制 练强教练员

4月 15日，第 72集团军某旅

进行坦克编组驾驶训练，锤炼官兵

复杂路况驾驶技能。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文举摄

4月13日，东部战区陆军某陆航旅组织直升机开展多课目训练，锤炼飞行员

实战能力。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欢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