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渊见习记者 王茶

茶 特约记者 方争辉 通讯员
陈静 谭杰波冤岁月如歌袁初心
似火遥 10 月 14 日下午袁湖南
省全民国防教育办公室在芙
蓉区迎宾路举行 野国防教育
宣传长廊冶揭幕仪式袁至此省
会长沙中心城区新增一处重
要国防教育基地遥 军地相关
领导和官兵尧 学生代表以及
韭菜园街道军区社区组织的
群众代表约 150 余人参加了
揭幕仪式遥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袁迎宾
路野国防教育宣传长廊冶全长
260 米袁分为野铁血军魂冶尧野湖
湘将帅冶尧野经典红色故事冶尧
野永远的丰碑冶四个部分袁图文
并茂地展示人民军队发展历
程和湖湘红色文化遥揭幕仪式
结束后袁 记者发现袁野湖湘将
帅冶部分围观群众最多遥 省委
宣传部调研员敖敏介绍袁湖南

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袁在长期的
革命斗争中袁湖南全省参加工
农红军和工农地方武装约 40
多万人袁 英名在册的烈士 15
万人袁牺牲的共产党员和群众
达 100 万袁1955 年至 1965 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
期间袁全军授予的十大元帅有
3 人尧10 名大将有 6 人尧57 名
上将有 19 人尧177 名中将有
45 人是湘籍袁居全国之冠遥

据了解袁 此次活动由省
委宣传部尧 省军区政治工作
局尧省国资委联合举办遥 近年
来袁 湖南省加大全民国防教
育力度袁打造野国防教育宣传
长廊冶 是推进城市国防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袁目
的在于拓展国防教育渠道袁
浓厚国防教育氛围袁 增强全
民国防观念袁使关心国防尧热
爱国防尧建设国防尧保卫国防
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

觉行动遥
野建设 耶国防教育宣传长

廊爷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主席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
育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举措袁
也是省军区党委开展耶不忘初
心尧牢记使命爷教育的有力之
举袁旨在传承红色基因袁展现
精神魅力袁找回用好传家宝遥冶
揭幕仪式上袁省国教办主任谭
柏林告诉记者遥 记者了解到袁
该 野国防教育宣传长廊冶4 个
部分内容袁 凝聚着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民军队披风沥雨的
铁血军魂袁 镌刻着湘籍将帅
戎马征战建立的盖世功勋袁
记载着革命英烈为革命事业
抛头颅洒热血的红色记忆袁
既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尧加
强革命传统教育的主阵地袁
更是推动社会各界关心支持
国防和军队建设尧 传承军民
鱼水深情的新载体遥

走过，路过，请上“公开课”
长沙市迎宾路野国防教育宣传长廊冶面向社会开放

野家中共几口人钥 冶野如今每个月的
收入是多少钥 冶野新搬迁的安置区住得
还习惯吗钥 冶野鸽子养殖收成如何钥 冶近
日袁 湖南省吉首军分区政委高振海带
领机关党员干部深入结对帮扶村仙仁
村和兰花洞村袁开展野办实事袁解难题冶
入户走访工作袁 在结对帮扶联系户向
仕暴尧蒋平等 5 位贫困户家中袁和他们
算起了野收支账冶遥

据悉袁自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袁 该军分区聚焦
野为民服务解难题冶目标任务袁重点围
绕支柱产业尧助学兴教尧医疗扶持尧生
态环境尧兜底保障尧村级公共服务尧村
支两委及党员队伍等任务袁助力全村
脱贫攻坚事业袁促进精准扶贫工作任
务圆满完成遥

打好脱贫攻坚战袁 绝非 野纸上谈
兵冶遥 为全面摸清贫困村需求底数袁吉
首军分区司令员张青勇带领机关党员
干部先后 10 余次深入仙仁村尧兰花洞
村袁指导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尧村组织
建设尧村集体经济尧驻村扶贫工作尧走
访慰问帮扶联系户及现场办公袁 督促
协调各职能单位加快扶贫项目建设遥

近年来袁 该军分区在仙仁村立项
危房改造尧人畜饮水尧通组公路尧村部
改造尧 亮化工程尧 烈士陵园扩建等项
目袁进一步完善村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尧
整修农田灌溉排洪水渠尧 大力推动一
村一品产业项目落地尧 解决村集体经
济收入袁 共协调扶贫项目建设资金
1200 万元遥2016 年以来袁军分区积极争
取后盾单位支持袁协调产业资金袁申报
产业项目袁完善基础设施袁力推脱贫攻
坚袁 共协调投入产业资金近 1300 万
元袁为兰花洞村解决行路难尧吃水难尧
住房难尧灌溉难等问题袁为脱贫攻坚打
下坚实的条件基础遥

可持续性精准扶贫工作不仅要

野输血冶袁更要野造血冶遥 为激活造血野干
细胞冶袁军分区将扶贫注重提升内动力袁
不定期开展送温暖尧送知识尧送技术尧送
门路尧送服务等服务遥 结合结对帮扶贫
困村支柱优势袁仙仁村把产业建设作为
野造血冶扶贫核心举措袁选定 5 名退伍军
人作为养殖尧 种植产业脱贫带头典型袁
目前袁 共带动村民种植烤烟 308 亩袁新
造油茶 200 亩尧黄桃产业 715 亩袁同时袁
加强与人力资源部门衔接袁组织开展油
茶尧黄桃种植等定向培训遥

在深入兰花洞村走访调研过程中袁
驻村扶贫工作队思考到院野带动贫困户
脱贫致富袁关键还是得靠产业袁尤其是
长久尧可持续的养殖产业袁要充分发展
地理优势袁以点带面袁做到养殖产业规
模化发展遥 冶今年 4 月袁在兰花洞村岩

门自然寨袁工作队为贫困户向仕暴购买
了 10 对种鸽袁 并且为其提出鸽子养殖
场的建设意见曰听闻泽大湖寨条件极其
艰苦袁驻村工作队因地制宜袁把解决组
路加宽袁亮化工程和自来水入户作为首
要工作遥去年 12 月袁泽大湖寨已旧貌换
新颜袁乡亲们用一席盛宴尧一面锦旗尧一
首诗袁表达出对驻村工作队工作两年来
的风雨路尧帮扶情的感恩遥

扶贫要做到野暖民心冶遥 驻村扶贫
队结合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
育袁切实为村民排忧解难袁确保脱贫工
作更务实尧脱贫过程更扎实尧脱贫结果
更真实袁 不断提高群众幸福感和满意
度遥 近来袁永顺县发生巨大变化袁一些
失去了生活信心的困难家庭袁 在人民
子弟兵的帮助下袁 重新树立起了对生
活的信心遥对人民子弟兵的帮扶袁村民
们看在眼里袁 喜在心里院野来咱们村搞
扶贫工作这几年袁 村里的面貌和以前
比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嘞浴 道路
敞亮了袁生活条件好了袁收入也高起来
了袁多亏了你们哟浴 冶

湖南省全民国防教育委员会办公室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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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扶贫路上践行初心使命
吉首军分区聚焦主题教育野为民服务解难题冶开展扶贫工作

本报记者 吴婉沁 通讯员 程颗星 向 微 彭 博

近日袁 在湘西海拔近千米的腊尔山顶驻训地袁 武警湖南总队湘西片区第三季度

野魔鬼周冶极限训练立足实战环境袁组织参训队员进行每天不少于 18 个小时的极限训
练袁全面锤炼特战队员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遥 图为特战队员正在进行转移伤员课目
训练遥 渊胡津铭/摄影报道冤

本报讯渊记者 刘思源 通讯员 晏江

平冤10 月 9 日至 12 日袁 湖南省军区组
织后装系统领导干部政策法规集训袁
来自全区的 14 个军分区 渊警备区冤副
司令员尧保障处渊科冤长和干休所主官
共 150 余人参加遥

据悉袁新形势下袁省军区后装呈现

管理对象多元化尧管理摊子比较大尧统
筹协调任务多尧军民融合程度深尧末端
监管要求高等特点袁 此次集训着眼破
解军改后保障系统干部调整交流多尧
法规政策不熟悉尧不懂不会违规越线尧
怕担责不作为尧 行业运行风险加大等

矛盾问题袁采取理论辅导尧政策宣讲尧
重点研讨尧业务考核等方式袁重点学习
经费使用尧物资采购尧工程建设尧住房

保障和装备管理等方面的政策规定袁
交流经验做法袁 推动保障工作再上新
台阶遥

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陈博就严格
执行法规制度袁提高后装管理标准化尧
规范化尧精细化水平指出袁要加强制度
建设袁 确保后装系统各行业工作有章

可循曰要培养一支懂法人才队伍袁加强
法治宣传引导袁强化法治思维意识袁形
成党委依法决策尧机关依法指导尧部队
依法行动尧官兵依法履职的良好局面曰
要强化制度执行袁通过加强监督尧严格
考评尧 落实奖惩来贯彻执行好后装管

理规章制度曰要严格精细管理袁引进专
业力量袁用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袁提高
服务标准袁改进服务质量遥

本报讯渊通讯员 陈大治冤10 月
15 日上午袁2019 年湖南省人民防
空军政联席会议在长沙召开遥会议
由省军区副司令员陈博主持袁听取
了全省人防工作情况报告袁讨论研
究了人防建设重点问题遥 省委常
委尧常务副省长谢建辉袁省军区司
令员毕毅出席会议并讲话遥

会议认为袁今年以来袁全省人
防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 在省
委尧省政府尧省军区的坚强领导下袁
主动适应国家安全新形势尧战争形
态新演变和经济发展新常态袁以政
治建设为统领提高工作站位袁以战

备需求为牵引强化体系建设袁以服
务大局为主线推进融合发展袁以改
革创新为动力加快转型步伐袁以军
政联席会议为平台凝聚发展合力袁
新增人防工程 100 万平方米袁全省
70%的人防工程开发利用作为应
急避难尧居民停车尧社区活动等公
益便民场所袁 训练演练实现常态
化袁人防战时防空尧平时服务尧应急
支援能力明显增强遥

会议指出袁2020 年全省人防
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袁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防工作重
要指示袁因势而谋抢机遇袁顺势而

为聚力量袁努力推动全省人防转型
发展尧创新发展尧融合发展尧健康发
展袁确保人防野十三五冶规划各项目
标任务圆满完成遥

谢建辉强调袁 人民防空是国防
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是军事斗争准备
的重要方面袁 是全民性的防护工作
和利国利民的公益事业遥 做好新时
代人防工作袁要讲政治尧把方向袁坚
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防空
的战略思想袁 深刻领会人民防空是
国之大事的战略定位袁 坚持党对人
民防空的绝对领导袁 坚持城市防护
与重要经济目标防护并重袁 切实履
行战时防空尧平时服务尧应急支援使

命任务曰要抓主业尧促融合袁大力推
动人民防空高质量发展袁 坚持人民
防空为人民袁 突出人防体系能力建
设袁贯彻军民融合发展要求袁注重改
革创新驱动袁 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曰要聚合力尧强保障袁努力开
创人民防空事业新局面袁 坚持以全
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
指导袁 依法建设人防尧 依法管理人
防袁 进一步健全人民防空军政联席
会议制度袁 落实各成员单位的人防
职责袁切实营造全社会关心人防尧支
持人防尧建设人防的浓厚氛围遥

毕毅指出袁人防力量是重要的
国防力量和战争潜力袁要把握人防

建设新形势袁全面认识了解当前我
省人防建设的现状袁 找准方位袁把
握重点袁坚持需求牵引尧问题导向袁
推进我省人防平衡协调高质量发
展曰要贯彻防空备战新要求遥 坚持
以战领建袁按照能打仗尧打胜仗的
要求袁苦练斗争本领袁毫不放松尧紧
而又紧地抓好人防军事斗争准备袁
确保人防建设与国家安全形势相
适应袁与备战打仗相适应袁与科技
发展相适应曰要推动军民融合新发
展袁积极推进人防融入军事斗争准
备袁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袁融入现代
城市建设袁实现战备效益尧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野三赢冶遥

湖南省军区组织
后装系统干部行业政策法规集训

专家视点

湖南省人民防空军政联席会议召开
10 月 9 日袁 土耳其政府宣布

在叙利亚东北部发动代号为野和平
之泉冶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袁目标是
彻底消灭该地的库尔德武装袁建立
土叙边境野和平走廊冶袁解决土叙边
境安全问题遥 土耳其越境打击叙库
尔德武装正值美军宣布撤离叙北
地区之际袁美国此举被视为抛弃曾
携手反恐的库尔德盟友袁也标志着
美国的重大外交政策转变遥

美土形成一定默契
由于国内的库尔德工人党问

题袁 土耳其将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视为心腹大患袁认为野库尔德民主
军冶主要由叙库尔德武装野人民保
护部队冶领导袁而后者是被土列为
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
亚的分支遥

自 2012 年叙利亚内战以来袁
土耳其已经在叙利亚北部地区 3
次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遥 2016 年
8 月 24 日袁土耳其发动野幼发拉底
之盾冶行动袁派出地面部队与叙利
亚自由军渊FSA冤进入叙利亚北部
打击 野伊斯兰国冶渊IS冤遥 2018 年 1
月 20 日袁土耳其又发动了野橄榄
枝行动冶袁目标是打击盘据在阿夫
林的库尔德势力遥

据路透社报道袁 目前美国在
叙利亚北部地区约有 1000 名驻
军遥 同时袁盘踞在叙北地区的野库
尔德民主军冶 也被美国视为在叙
利亚反恐的重要盟友袁 并得到了
美国的资金和武器装备等支持遥
美国在叙利亚库尔德地区驻军并
支持野库尔德民主军冶袁很大程度
上造成土耳其在叙北地区发起
野幼发拉底之盾冶和野橄榄枝行动冶
投鼠忌器袁 未能彻底解决土叙边
境的库尔德问题遥

在叙利亚撤军问题上袁 特朗
普政府内部国家安全团队存在着
显著分歧遥 包括前国防部长马蒂
斯在内的多名军政高官反对特朗
普撤军袁以免将叙利亚野让给俄罗
斯和伊朗冶遥 他们认为袁只有在彻
底击溃野伊斯兰国冶组织并且积极
推进日内瓦和谈进程之后袁 美国
才能从叙利亚撤军遥 这也导致特
朗普政府迟迟未能完全撤出在叙
北地区的美军遥 不过这次从时间
点来看袁 美军撤离与土耳其动武
可谓野无缝衔接冶袁显然双方已经
形成了一定默契遥

今年 8 月 7 日袁 美土军方达
成协议袁同意在叙北部建立野和平
走廊冶安全区袁但迟迟未能落实遥
10 月 5 日袁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表示袁 土耳其将于近日在叙利亚
北部的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发起
军事行动遥 6 日袁美国白宫发表声
明称袁 美军方对土耳其即将进入
叙利亚北部展开军事行动 野不支
持尧不参与冶遥 7 日袁美军开始从叙
东北部撤离遥

用兵撤军的有限性
截止目前袁 土军和叙反对派

武装已控制叙利亚 109 平方公里
土地袁 其中包括泰勒艾卜耶德周
边 17 个村庄遥 13 日袁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表示袁 土耳其军队将在
叙东北部地区向前推进 30 至 35
公里袁 在控制哈塞克和科巴尼后
结束军事行动遥 而在当天袁美国国
防部长埃斯珀说袁 特朗普已下令
让 1000 名美军撤出叙北地区遥

特朗普最终作出撤军决定袁
与土耳其多次威胁将在叙利亚东
北部打击库尔德武装有关遥 特朗
普一方面担心当地美军的安全受
到威胁袁 很大程度上也有改善与
土耳其关系的考虑遥 事实上袁秉持
野美国优先冶理念的特朗普一直对
美国在海外的大规模军事存在不
满袁试图让美军从叙利亚野泥潭冶
中早日抽身遥 竞选期间袁特朗普就
曾承诺从叙利亚撤军遥 从内政的
角度来看袁 特朗普此举为了兑现
竞选承诺袁 为即将到来的总统选
举巩固野票仓冶遥

叙库尔德武装曾被美国视为
打击野伊斯兰国冶 的反恐盟友袁在
叙利亚北部地区打击野伊斯兰国冶
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袁 作出了
重大牺牲遥 随着叙尧伊境内被野伊
斯兰国冶占据土地得到野解放冶袁从
反恐的角度看袁 叙库尔德武装可
谓野鸟尽弓藏冶袁失去了利用价值遥

由 于 叙 利 亚 大
势 已 进 入 政 治
解决进程袁美国
所 支 持 的 库 尔
德 人 某 种 程 度
上 已 成 为 美 国
的战略包袱遥 作
为 北 约 盟 友 的
土耳其袁无论是
战 略 地 位 还 是
战略利益袁都要
远 远 高 于 叙 利
亚 国 内 的 数 百
万库尔德人遥

从 美 国 当
前 的 中 东 政 策
来看袁特朗普上
台 后 出 台 了 以
野联以尧联沙尧强
化同盟尧遏制伊
朗冶为主轴的中
东政策袁与俄罗
斯 在 中 东 地 区
展开激烈争夺遥
为 了 野 美 国 优
先冶和进行 野大
国竞争冶袁 特朗
普 政 府 冒 天 下
之 大 不 韪 承 认
耶 路 撒 冷 为 以
色列的首都袁以
及 在 卡 舒 吉 被
杀 案 上 袒 护 沙
特袁目的是为了巩固强化与沙特尧
以色列等传统盟友的关系袁 把遏
制伊朗作为在中东地区的根本战
略目标袁以便更多地为美国的野退
出冶承担责任义务袁这就是特朗普
政府中东战略的基本盘遥

叙利亚并非美国在中东的战
略重心袁对美国而言袁过去没有袁现
在和将来也不会在叙利亚投入过
多的战略资源遥 美军撤出叙利亚袁
是服从于野大国竞争冶战略的需要袁
下一步美军可能会更多地从非洲尧
阿富汗等次级战略地区撤出遥

对未来局势的影响
美国从叙利亚撤军袁 将对叙

利亚境内的反恐形势尧 库尔德武
装的命运以及叙利亚和平进程带
来长远影响遥

目前袁在叙利亚民主军营地内
关押约 7 万名野伊斯兰国冶极端分
子袁且在叙拉卡和代尔祖尔仍有部
分恐怖分子残余势力负隅顽抗遥 10
月 10 日袁野伊斯兰国冶 恐怖分子趁
机对叙利亚民主军在拉卡的安全
基地发动了爆炸袭击袁并积极策动
营地内关押的恐怖分子借机反抗
逃窜遥 在北线战事趋近的情况下袁
野库尔德民主军冶 或将大量有生力
量向北部集结袁这将导致恐怖分子
获得转移尧流窜或策划恐袭行动的
活动空间遥 随着土军在叙北地区战
事的深入袁有可能使该地区的恐怖
主义再度回潮遥

截至 10 月 15 日袁土耳其发动
代号为野和平之泉冶的军事行动已
造成叙东北部社会严重动荡袁安
全形势急剧恶化袁近 10 万名难民
被迫流离失所遥 未来袁随着军事行
动的进一步深入袁 很可能会导致
叙利亚国内局势全面失衡袁 并由
此引发新一轮地缘风险遥

对俄罗斯而言袁 美军撤出叙
利亚无疑是利好消息遥 但是土方
此举打破了俄主导叙利亚和平进
程的平衡袁为本已各怀心思的野俄
伊土三角冶打进了楔子袁增加了诸
多变数遥 下月埃尔多安还将访问
美国袁 与特朗普讨论叙利亚问题
以及 F-35 战机等方面的事项袁未
来美国的态度依然是土耳其军事
行动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遥 而被
美国抛弃的野库尔德民主军冶已与
叙利亚政府签署协议袁 叙政府军
正开赴叙北地区参战遥

叙利亚问题的复杂性和各方
地缘势力的政治角力袁 决定了叙
利亚北部地区重归和平的艰难
性遥 特朗普政府的多变性袁决定了
美国从叙利亚撤军不大可能在一
夕之间完成遥 即便美军从叙利亚
全部撤离袁 美国也不会轻易放弃
在中东的影响力遥 而欧洲国家尧俄
罗斯和叙利亚政府也因为不同理
由而反对土耳其的军事行动袁未
来形势如何发展依然存在变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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