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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8 日袁野九一八冶事变爆发 88 周年纪念日袁野勿忘九一八撞钟鸣
警仪式冶在沈阳举行遥 武警沈阳支队及时组织官兵参加袁进一步深化野传
承红色基因尧担当强军重任冶和野不忘初心袁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效果袁激
发广大官兵担当强军重任的浓厚热情遥 渊邹新江/摄影报道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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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不忘 使命在肩
奋力书写新时代民兵建设新篇章

张玉龙 本报记者 吴婉沁 特约记者 伍致健

金秋时节袁湘江河畔袁湖南省永
州市民兵军事训练大比武激战正
酣遥 本次比武是该市民兵调整改革
后的首次大型比武袁 在内容上新设
置了无人机侦查尧 远程投送物资科
目袁野科技范冶十足曰表彰上袁一改往
日严肃的野旧模式冶袁拓宽宣传先进
典型野新路子冶袁大力宣扬各行各业
涌现出的不忘初心尧坚守职责尧忠诚
担当的野好榜样冶遥 这些紧贴使命尧切
合实际的举措袁 实打实地为广大民
兵做出了表率袁 激励了他们角逐赛
场袁 从而进一步夯实了他们的实战
本领和军事素质遥

改革初见成效袁这与该市多措
并举确保民兵调整落地落实有着
密切联系遥自民兵调整改革任务下

达以来袁永州市深入学习贯彻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新时
代党的强军思想袁着眼满足完成多
样化军事任务需求袁坚持深化调整
改革这条主线尧扭住党管武装这个
根本尧 聚焦练兵备战这个中心袁大
力重塑民兵队伍遥 改革是海星断
腕尧纽虫断身尧螃蟹断足 尧壁虎断
尾袁这个过程势必艰难袁如何破解
重重困难袁 实现民兵组织结构重
建尧体系重塑袁担负起民兵的职责
使命钥 记者走进永州军分区袁探寻
深化民兵调整改革落实工作背后
的野高速通道冶遥
军地联动袁走活调整改革这盘棋

野建设新质民兵队伍袁离开地方的
大力支持袁 无异于缘木求鱼尧 闭门造
车遥 冶自任务下来以来袁永州市军地双
方高度重视袁统一思想站位袁最大限度
调动各级各部门工作力度袁 力求下活
深化民兵调整改革这盘棋遥

年初袁永州军分区召开现场办公
会和全市民兵调整改革部署会袁野点
对点冶明确军地目标任务袁实现民兵
调整改革工作野三首次冶袁即首次将退
役军人事务局尧应急管理局纳入民兵
调整改革领导小组袁首次将民兵整组
潜力调查任务赋予地方职能部门袁首
次将市尧县两级民兵训练基地规范化
建设提上议事日程袁持续将民兵工作
纳入党委政府绩效考评体系遥

再穷不能穷武装袁再紧不能紧国
防遥 2 月以来袁永州市各县区多次召
开工作部署会尧 推进会和讲评会袁零
陵尧祁阳尧道县尧宁远尧蓝山等县区专
题召开县委议军会袁解决基干民兵人
身意外险尧执勤补助尧训练补助等难
事实事曰按照野配齐常用的尧购置急需

的尧预征特殊的尧预储量大的冶原则袁
书记尧市长办公会一次性为市民兵应
急营解决了 200 余万元装备费袁市应
急管理局等市直单位先后 2 次到军
分区对接需求袁 进一步完善应急装
备遥 全市上下合力抓好组织整顿尧做
好基础建设保障袁 做到了先行一步尧
迅速展开遥

野我们不能只当文官袁还要当
武官袁要带着责任带着感情来开展武
装工作遥冶今年 3 月袁永州市党政军主
要领导齐聚市民兵训练基地进行现
场办公遥 各级领导实地查看办公楼尧
民兵训练楼尧武器射击场尧战术训练
场袁耐心听取情况介绍袁现场研究工
作遥 市委书记尧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严华对照上级决策部署袁对制约军分
区应急应战能力提升的瓶颈问题逐
一进行研究破解袁针对市县两级民兵
训练基地改建升级尧提升实战实训层
次尧将党管武装工作纳入全市综合性

表彰范围等问题出台了一揽子措施遥
根除积弊袁立起练兵备战风向标

野一个人只要真正认清某件事
的重要性时袁才会真正让它重要起
来遥 冶为杜绝练兵备战中的野假热冶
野低热冶和野忽冷忽热冶现象的出现袁
军分区党委见缝插针尧 因地制宜袁
教育跟着任务走,课堂伴着兵心设袁
组织民兵利用日常工作尧军事训练
等点滴时间开展微学习尧 微讲坛尧
微视频尧微阅读尧微见学等野五微冶
活动院组织微学习袁建立了涵盖市尧
县尧乡尧村四级民兵组织的野学习指
尖课堂冶曰开辟微讲坛袁组织官兵结
合本职岗位袁联系身边人身边人讲
故事曰观看微视频袁利用训练间隙
组织学习收看中宣部尧中央电视台

等中央媒体制作的精短视频曰抓实
微阅读袁在训练基地建设更新了各
级学习室和野民兵阅览室冶曰组织微
见学袁利用部队拉动尧民兵训练等
时机袁组织官兵就近参观陈树湘烈
士墓尧陶铸纪念馆等红色资源遥

民兵不习武袁不算尽义务遥 今年
以来袁永州军分区对年度基干民兵训
练方案坚持专题研究袁 将全市 2000
余名基干民兵分为 13 期组训袁 坚持
采取学一科考一科尧团队组织比武竞
赛等方法袁结合理论授课尧模拟演练尧
实操训练尧观摩学习尧考核评比的模
式进行遥训练中袁参训民兵精神饱满尧
斗志昂扬袁充分展现了野听党指挥尧能
打胜仗尧作风优良冶的精神风貌袁圆满
完成了所有科目的训练袁实现了训练
与作风的野双赢冶遥

脑子里的狼烟需要用使命点
燃遥 5 月 8 日袁军分区在宁远县率先
开展了群众性练兵比武试点活动袁

创新了探索基干民兵群众性比武
方法路子袁在全区释放了备战打仗
的强烈信号袁 营造了崇军尚武尧矢
志打赢的浓厚氛围遥 这是永州军分
区按照新大纲要求袁在各县区扎实
推进民兵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的
初尝试遥 榜样就是力量遥 试点成功
后袁全市民兵紧跟使命任务袁紧贴
当地实际袁突出抢险救灾尧保交护
路尧快速动员等训练内容袁在近似
实战的练兵比武中全面锤炼民兵
应急处突能力遥
突出主业袁坚守姓军为民兵初心

民兵袁散则为民袁聚则为兵遥永州
地势偏远袁人口分散遥 永州军分区坚
持野编为战尧建为用冶的指导思想袁根
据各县区地理条件尧自然特点及人员

分布袁 分别调整组建了跨江轮渡队
伍尧抗击雨雪冰冻队伍尧爆破工程技
术队伍袁使结构布局更加合理尧力量
编组更加科学袁确保就便尧就近尧快速
遂行任务遥 今年 5 月袁军分区党委预
见性地组织 11 个县区民兵应急连进
行了为期 2 个月的冲锋舟操作手集
训和抗洪抢险示范性演练袁修订完善
了各类应急预案袁 并购买了冲锋舟尧
救生衣尧沙袋等大批装备物资遥

平时训得好袁急时起作用遥 7 月

上旬袁因受持续暴雨影响袁永州市
冷水滩尧 祁阳等县区先后遭遇洪
灾袁许多群众被洪水围困遥 当地迅
速启动应急预案袁所有官兵全力以
赴投入救援行动中袁将被困群众分
批次有序转移到安全地带袁共计转
移群众 300 余人袁圆满完成了救援
转移群众任务曰同一天内袁湘江祁
阳段水位达 85 米袁 从早上 8 时开
始袁该县民兵救援队一直冒雨穿梭
于大街小巷袁来回往返救援尧转移
群众和抢救物资遥 截至晚上 22 时袁
县人武部民兵应急救援队已在一
线救援持续 14 个小时袁 解救被困
群众 400 余人次袁转移物资 1.6 吨遥

野把 民 兵 队 伍 打 造 成 过 硬 的
一线战斗堡垒袁 坚决扛起人民武

装责任遥 冶近年来袁永州市民兵应
急队伍聚焦主责主业袁不忘初心袁
保持本色袁锤炼过硬素质袁忠实履
职尽责袁按照野召之即来尧来之能
战尧战之必胜冶要求袁常态化开展
应急演练袁定期组织跨区域拉动袁
先后参与 野抗击特大雨雪冰冻灾
害冶尧抗洪抢险尧扑灭山火等大项
急难险重任务 200 多次袁 砺练出
野建在身边尧抓在手中尧用在急时冶
的民兵野硬拳头冶力量遥

永州军分区高效推进民兵调整改革落地落实

“省军区辉煌70年图片展”
巡展活动拉开序幕

本报讯渊记者 刘思源 特约记者 田祥冤为了让广大官兵
了解省军区创立尧发展尧改革所经历的峥嵘岁月和建立的不
朽功绩袁近期袁湖南省军区结合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
育活动袁在全区开展野省军区辉煌 70 年图片展冶巡展活动袁旨
在使省军区官兵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袁展望新时
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光明前景袁激励他们滋养初心袁传承使
命袁担当重任遥

70 年的辉煌成就彪炳史册袁70 年的砥砺奋进刻骨铭心遥
自 70 年前湖南省军区成立以来袁 省军区夺取了全省人民的
解放袁全力以赴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袁在改革开放的大
潮中奋楫争先遥 进入新时代以后袁省军区紧跟党和军队事业
发展步伐袁在改革中创新袁在建设中前进袁在中国特色强军之
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遥

巡展首站设在湘潭军分区遥 9 月 18 日袁 该军分区官
兵尧职工袁以及部分基层专武干部尧部分在潭的离退休老
首长观看了展览遥 野每一幅图片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袁非
常震撼遥 今后袁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袁不忘初心袁牢
记使命袁把武装工作做大做强浴 冶来自湘潭县石潭镇的人
武专干倪伟说遥

据了解袁巡展将以军分区渊警备区冤为单位逐次进行袁采
取定点观展袁分批实施的办法袁各单位安排 1 至 2 天时间袁或
将持续到 10 月中下旬遥

“报告祖国，点位安全”
要要要新疆军区某边防团退伍老兵最后一次巡逻侧记

通讯员 孙继秋 牛德龙

你好，新兵

再见，老兵

内地秋高气爽袁素有野生命禁区冶
之称的喀喇昆仑高原已是凛若冰霜袁
近日袁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海拔 5390
米的天文点哨卡驻地气温下降至零
下 6 摄氏度袁官兵们吐着哈气袁将准
备好的巡逻物资装载至巡逻车上遥

野今天袁我们组织退伍老兵和部
分官兵袁前往海拔 5400 多米的野虎
胆关冶执行巡逻任务袁路途中大家要
团结协作袁完成好巡逻任务遥 冶车上袁
指导员朱斌斌说完袁 巡逻车后留下

滚滚烟尘遥
说到野虎胆关冶袁老兵们摩拳擦

掌袁就盼着再闯一次这道关遥 下士
贺荣军介绍说院野在这个点位巡逻
要走过海拔 5000 米的山顶袁 趟过
多条一米多深的河流袁穿过落石不
断的崖壁袁 爬上 60 度的陡坡才能
到达点位袁危险系数极高袁只有虎
胆英雄才能走过这里这个被官兵
们称作耶虎胆关爷的地方成为了巡
逻官兵眼里的真正考验遥 冶

一个星期前袁天文点临退伍老
兵写下书面申请袁要求最后一次参
加巡逻任务袁哨卡指导员朱斌斌为
了让老兵安安全全离队便拒绝了
申请袁当退伍老兵全副武装再次找
到朱斌斌袁 看着他们泛红的眼圈袁
再三叮嘱安全后才同意他们的申
请袁毕竟袁巡逻有风险遥

车窗外袁近处乱石嶙峋袁远处皑
皑雪山闲情顾步袁 再次踏上这条巡
逻路袁下士王海全陷入了沉思袁伴随
着颠簸袁王海全侧着脸朝着车窗袁泪
水打湿了胸前的枪遥

一个半小时后袁 陡坡横在了面
前袁车辆再也无法前行遥 大家检查好
武器装备阔步走上乱石滩袁脚下的乱

石让巡逻官兵只能选好地方才能下
得去脚遥 上等兵汪鹏宇脚下没踩稳摔
在尖利的石头上袁迷彩裤上划出一道
20 厘米的口子袁大腿磕得青一块紫一
块遥 野怎么样钥 还能行不钥 冶朱斌斌关
切的问到遥 野没事袁这是我最后一次巡

逻了袁爬也要爬到点位上去遥 冶汪鹏咬
着牙袁在战友的搀扶下继续前进遥

时间又过去了一个半小时袁巡
逻官兵来到只能容下一个人走过的
傍山小道袁 这让下士贺荣军想起第
一次来这里巡逻时的场景遥

野我第一次走到这里袁害怕掉下
去袁可越害怕就越危险袁幸好当时带
队指导员早有防备袁 把新兵放在老
兵中间袁用背包绳拉着袁可我脚下一
滑差点仰过去袁 还真要感谢姚强班
长袁要不是他抓住绳子袁我就被河水
冲走啦浴 这些袁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
样遥 冶贺荣军望着上士姚强笑着说遥

高寒缺氧的环境袁 却有着欢声
笑语一路跟随袁 再次出发时下士荣
静宇拿着班长姚强的开山镐在前面
劈山开路袁上面不大的小石块野铛尧
铛尧铛冶的落在钢盔上袁发出清脆的
声音袁巡逻官兵不能往上瞧袁也不能
往下看袁 脸都是贴着峭壁蹭着石头
走过这段路袁 每名巡逻官兵的脸上
都会留下几道石头划过的痕迹遥

下午 15 时 15 分袁 巡逻官兵来
到一处河流袁 奔流的河水有一米多
深袁为了减轻负重袁巡逻时只带一条
雨裤袁 朱斌斌准备穿上雨裤探路过
河袁 王海全一把抢过雨裤说:野指导
员袁今天我是探路者遥 冶

野别胡闹袁你不知道这样的急流
怎么走袁快给我遥 冶朱斌斌急切地说遥

野我都学会了袁 以前都是你背我

过河袁也给我最后一次背你过河的机
会遥 冶王海全说着套上雨裤袁拿着登山
杖试探性地走进河水里袁急促的河水
让王海全在河水里摇摇晃晃袁岸上的
所有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遥 五分钟
后袁王海全终于找到一处浅滩袁把巡

逻队员一个一个背过河遥 喘着粗气坐
在石头上的王海全开心地说:野我当初
入党就是为了巡逻路上走在前面袁当
探路者袁今天我终于实现了遥 冶

野还有 700 米就到耶虎胆关爷了袁
大家加把劲遥 冶朱斌斌招呼着战友遥
这 700 米也是整个巡逻路最难爬的
一段袁巡逻官兵互相交替协同合作袁
拉一把袁推一下袁向着 60 多度陡坡
攀爬遥 上等兵杨贵麟闭着眼睛袁使劲
吸着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的氧气休
息上 3尧5 秒袁 继续手脚并用奋力攀
登遥 就在所有人筋疲力尽时袁列兵张
皖浙因缺氧尧劳累导致嘴唇发紫袁头
冒虚汗袁荣静宇将他抱在怀里袁老兵
们没有舍得吸一口的便携式氧气袁
统统拿过来对准张皖浙袁吸过氧气袁
吃了高原药袁 张皖浙逐渐地缓过劲
来再次与战友们继续攀爬 野虎胆
关冶遥 官兵艰难跋涉一个多小时后袁
终于到达点位袁登上野虎胆关冶的那
一刻袁老兵们右手擎枪袁左手锤胸袁
释放心中的憋闷袁 要炸开的肺让他

们声嘶力竭地呐喊野啊噎噎冶被缺氧
压制的声音在昆仑之巅久久回荡遥

点位上袁疲惫的官兵来不及休息袁
立刻组织观察尧警戒尧检迹尧记录等工
作袁结束时官兵们展示国旗宣誓主权袁
老兵们面朝北京方向呐喊院野报告祖
国袁点位安全遥 冶登上野虎胆关冶袁阳光透
过国旗照在老兵的脸上袁 那一抹红便
成为了他们的人生底色遥

野加油袁加油浴 身体拉低浴 冶野加油袁加油浴 重心要稳浴 冶
武警湖南总队六中队三排八班班长崔东东伴着阵阵锣
鼓声声嘶力竭地对着全班新兵加油呐喊遥 对浴 没错袁他们
现在正在进行拔河比赛袁气势很足 尧方法到位尧动作很
帅袁 可是噎噎最终这场比赛的结果还是很残酷要要要拔输
了浴

野这次拔河我们是输了袁下次在训练上再挣回耶面子 '袁
怕啥钥 男子汉大丈夫袁那就不要认怂浴 冶当全班新同志低头
沮丧之时袁 崔东东第一时间就做起了全班新兵的思想工
作袁一两句鼓励的话袁顿时转变了新兵们的思想认识袁不一
会儿功夫袁他们又加入到了啦啦队方阵袁为其他战友加起
了油袁叫喊声比谁都野带劲冶袁此刻袁某个不起眼的角落袁崔
东东长出了一口气遥

根据新训一大队的统一安排袁中秋节当天上午袁活动
为拔河比赛袁 下午允许新兵班长帮着本班新兵外出购物袁
为晚上茶话晚会做准备噎噎也可以向大队提出申请袁组织
班里新同志袁 开展包饺子与做月饼活动袁 目的只有一
个要要要缓解新兵们的思乡念家之情袁营造出一个和谐美好
的快乐军营尧健康军营袁让新兵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部队
大家庭的温暖遥

训练基地作为承训单位袁新训一大队提出让新兵开展包
饺子与做月饼的建议后袁基地主要领导想都没想袁立即就采
纳了袁食材与工具供应方面一路开绿灯袁这给这项活动的顺
利开展提供了不少便利遥

收集了新兵们的意见建议袁六中队三排有两个班的新兵

愿意选择包饺子与做月饼袁 问他们为什么选择这项活动袁他
们的回答很单纯:野因为在家里从来没做过呀浴 在部队里试着
做做袁看感觉如何浴 冶然而袁包饺子与做月饼虽然感觉不难袁但
实际制作的过程并非那么容易遥

野这项活动主要培养你们的团结协作能力袁 我和小东班
长就不过多辅助了袁基本上接下来的事情就得靠你们自己动

手啦浴制作方法之前在手机里也看了袁我看好你们噢浴加油浴冶
六中队二排七班班长张旭微笑道遥

野班长袁我有一个建议袁等下谁包的饺子最丑袁谁做的月
饼最难吃袁就必须把脸上多涂点面粉拍照袁大家同意么钥 冶山
东籍新兵展关恒坏笑道遥

和饺子面和月饼面由新兵展关恒负责袁擀面皮由新兵刘
耀斌负责袁剁肉馅及配料由新兵吴俊负责袁王荣辉尧蔡欢洋等
其他新兵负责包饺子和填月饼馅袁最后再利用月饼模具压制
成型遥 分工很合理袁任务很明确袁流程很正规袁可是最后的制
作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遥

野哎哟袁这饺子有创意袁这个像条鳄鱼尧这个像朵花袁
这个怎么就这一坨正方体啊钥 这是啥袁这不是饺子袁这是
小笼包吧钥 怎么上面还做了跟天线钥 啊钥 你说啥钥 避雷
针浴 这月饼怎么大小不一啊钥 还好有模具袁样子还算看得
下去噎噎冶六中队指导员吴华在验收成果时一脸憋笑地
说道遥

野指导员袁甭管好不好看袁应该能吃的袁等下弄熟了您和
我们一起吃点吧钥 冶班长张旭尴尬地说道遥

野你们等下自己吃吧袁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袁 我就先走了
啊浴 冶话还没说完袁就远远地听见吴指导员说话的声音袁头也
不回地一溜烟就不见了遥

等到半小时后袁烤箱与蒸汽柜打开后袁小伙伴们都惊呆
了浴 饺子皮包得稍微有点厚袁结果就是没蒸熟袁而月饼在烤箱
里的时间稍稍有点长袁烤裂了袁大家互视了一下袁都爽朗地笑
出声来遥

野今天虽然有些班级拔河拔输了袁 做饺子与月饼的同
志袁饺子没蒸熟袁月饼也烤裂了袁但是我们真的目的却达到
了浴真正使新同志们体会到在部队里的节日氛围遥 冶新训一
大队教导员李目焕告诉笔者袁此次活动让新兵对成败得失
有了一个更深的理解袁学会了合理分工尧团结协作与互相
理解袁促进了新兵间的友谊袁为下一步新训工作顺利开展
筑牢坚实基础遥

新兵第一个中秋有点“尬”
通讯员 刘 科 余吉原 展 灿

9 月 18 日袁湖南省衡阳市 36 名女兵在衡阳警备区机关集结袁她们
第一次穿上崭新的军装袁手提行囊尧胸佩大红花袁满载着从军报国的理
想和父老乡亲的嘱托袁在铮铮誓言中奔赴军营,谱写橄榄绿的人生新篇
章遥 渊谢星尧梁铨显/摄影报道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