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10月 19日袁志愿军分别从安东尧长甸河口尧辑安等地跨过鸭绿江袁赴朝作战遥

在朝鲜战局万分危急之时袁
党中央和毛主席认真分析了国际
国内形势袁 认为美帝国主义发动
侵朝战争的目的袁 最终是要侵略
我国袁朝鲜与我唇齿相依袁唇亡齿
寒袁不能坐视不管袁毅然作出野抗
美援朝尧保家卫国冶的重大战略决
策袁 迅速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
朝参战袁 与朝鲜军民一道抗击美
国侵略者遥 同时全国人民坚决响
应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袁 捐款捐
物袁 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
运动袁使志愿军得到了人力尧物力
支援和巨大的精神鼓舞遥

组建志愿军出国作战遥 解放
军指战员纷纷写请战书袁 坚决要
求援助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遥
1950年 10月 19日袁 志愿军分别
从安东尧长甸河口尧辑安等地跨过
鸭绿江袁赴朝作战遥 彭德怀被任命
为首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
政治委员遥 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
志愿军前后共有五任司令员袁均
系湘籍袁 他们分别是彭德怀尧陈

赓尧邓华尧杨得志尧杨勇遥
开展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

动遥 全国各地人民群众举行游行袁
坚决响应野抗美援朝袁保家卫国冶的
伟大号召遥 湖南军区紧急进行扩兵
工作袁湖南广大青年尧民兵踊跃参
军袁保家卫国遥 在捐献武器的同时袁
全国各族人民还开展了订立和推
行以抗美援朝为中心的爱国公约
运动袁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袁加快了
建设步伐遥 渊吴泽丽/综合整理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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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建在身边用在关键的拳头力量
———对湖南省军地合力推进民兵建设转型升级的新闻调查

警惕美国在南海野双挑衅冶

湖南袁伟人故里尧将帅之乡尧革命
圣地袁是我党我军传播革命思想尧建立
红色政权的重要策源地袁 许多关于民
兵工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发生
于此遥 1962年 6月 17日袁毛主席在湖
南视察袁 明确提出民兵工作要做到组
织落实尧政治落实尧军事落实袁为推进
民兵建设确立了指导方针遥

进入新时代袁建设一支听党指挥尧
能打胜仗尧作风优良的民兵队伍袁是矢
志强军伟业的生动实践袁 是打贏人民
战争的必要举措遥当前袁民兵建设进入
转型升级的攻坚期袁如何围绕野平时服
务尧急时应急尧战时应战冶目标要求袁打
造与信息化战争相适应尧 与市场发展
相协调尧 与使命任务相匹配的民兵力
量体系钥

近日袁记者穿行三湘大地袁探寻湖

南军地在回答这一时代命题时的实践
和思考袁 纵览他们抓好新时代民兵队
伍建设的新篇章遥

形态一新
结构重塑顺应改革大潮

一声号令风雷动袁千帆竞发启新航遥
习主席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袁 纵览

世界风云袁做出野完善国防动员体系冶
的战略擘画袁 一场浴火重生的改革拉
开大幕遥 湖南省军地迅即研究部署贯
彻落实举措袁 出台民兵工作有关政策
规定袁 描绘出湖南新型民兵建设的宏
伟蓝图遥

野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
变袁 是新时代加强民兵建设的必由之
路浴 冶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毕毅介绍袁野民
兵调整改革是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要
组成部分袁要站高看远袁顺应改革大势袁

着眼现实要求袁优化结构布局袁加快转
型升级袁倾力打造政治坚强尧组织有力尧
精干过硬袁与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相匹
配的新型民兵队伍遥 冶

他们围绕深化改革袁 着眼压减规
模袁 首先从民兵组织建设最基础最关
键的潜力调查一环入手袁 把辖区有什
么尧数量是多少尧质量怎么样尧位置在
哪里尧战时找谁征这 5个底数弄清楚袁
打牢民兵整组的坚实基础遥

在全军正规化建设先进单位株洲
市天元区人武部袁 记者翻阅他们与地
方组织尧国资尧工信尧交通尧卫健尧统计尧
通信等 10余个部门对接的潜力资源
清单袁辖区有什么尧有多少尧在哪里等
情况记录清清楚楚遥 为提高民兵队伍
野含金量冶袁 他们先后实地走访中车时
代新材尧 中车时代电汽尧 湖南兵器集

团尧炎帝生物尧格德智能装备等驻地
优质企业袁全面了解企业编建条件和
意愿袁 把编兵底数彻底掌握清楚袁为
民兵力量野减脂增肌冶做准备遥

记者随手翻开湖南省军区民兵

野组织实力统计表冶袁湖南现有民兵数
量比改革前压减了 57%遥 这是一份令
人欣喜的野减法冶袁湖南省大幅压减传
统民兵数量袁 使得民兵结构日益合
理袁体系更加科学遥

湖南省军区政委冯毅表示袁野5年
前习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袁
把战斗力标准在全军牢固立起来遥我们
始终牢记习主席重要指示袁在普通民兵
压减 59%尧 基干民兵压减 46%的情况
下袁将编兵重心向战斗力聚焦袁传统机
械化条件下作战分队种类减少一半以
上袁人数压减近 2/3袁大幅度提高新质民

兵力量袁 这些都是针对未来可能担负
的任务进行科学调整遥 冶

野减冶的是羁绊袁野增冶的是力量遥
一减一增中袁湖南省民兵建设实现历
史性突破袁全省民兵队伍正加速实现
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尧由人力
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尧由直接参战为
主向支援保障为主尧由传统领域向新
兴领域的战略性转变遥 如今袁湖南省
支援保障军兵种作战动员准备力度
空前加大袁信息通信尧测绘导航尧电磁
频谱尧气象水文等一大批新质民兵力
量风生水起遥 告别野人海战术冶袁湖南
省军区战备建设局参谋汤光强深有
感触院野以前袁一个县域的防空分队一
般有几百人袁如今不到 100 人袁作战
能力却比以前大幅提高遥 冶

(下转 T3版)

10月 9日袁美国海军DDG-56野宙
斯盾冶导弹驱逐舰野麦凯恩冶号擅闯西沙
领海曰10月 7日袁美国海军野里根冶号航
母再次出现在南海海域袁还突然开展了
野大规模伤亡冶应对演练遥 与此同时袁美
国国内的疫情正进入第二个爆发期袁美
军也成了野特殊灾区冶遥可美军首先考虑
的不是如何专心野治病冶袁而是如何野逞
强冶要要要不断派出各型舰机进入中国南

海进行挑衅遥
不断军事化南海

自 7月美国发表所谓涉南海声明
后袁美军就加大了在南海制造事端的频
度遥 近一段时间以来袁美军舰机在南海
很不消停遥除了野麦凯恩冶号导弹驱逐舰
擅闯中国西沙领海外袁美国海军野米利
诺基特冶 号远征快速运输舰 10月 6日
现身南海袁与文莱海军的野达鲁塔克瓦冶
号巡逻舰开展联合演练曰10月 7日袁在
擅闯西沙领海之前袁野麦凯恩冶号就在南
海徘徊袁并组织舰员进行重机枪武器操
作训练噎噎相关数据显示袁仅今年上半
年袁 美国就派出近 3000架次军机尧60
余艘次军舰袁包括多批次轰炸机和双航
母编队袁不断在南海炫耀武力遥

9月 26日袁 美国海军派出 EP-3E
及 P-8A侦察机到中国南部海域挑衅袁
最近距离中国广东沿海仅有 47.81海
里遥 据称袁这刷新了美国军机对中国抵
近侦察距离最近的纪录遥从今年年初以
来袁美军多次派出军机在南海和东海进
行情报侦察遥 但是袁美军机之前飞行的
最近距离只是偶尔稍稍突破一下 100
海里袁基本上没有越过 50海里这道坎遥
这一次美国军机突然冒进袁 很显然袁是
在进一步向中国施压遥
以上种种迹象显示袁近一段时间以

来袁 美国在南海地区的行为越来越猖
獗遥 一方面袁是为了强化在南海地区的
军事存在并逐步将该地区野军事化冶曰另
一方面袁也是有意拉拢东盟国家袁让他
们相信美国的南海政策不是说说而已袁
这样他们才能放心地跟随美国野遏制中
国冶遥然而让美国失望的是袁美国再也无
法做到野振臂一呼袁应者云集冶袁越来越
多的南海国家早已看破了美国的阴谋袁
纷纷做出明智的决定要要要坚决不搭美

国提供的野反华战车冶遥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袁如今美

国频频拿野南海军事化冶说事袁实际上是
为其加强在南海军事部署和活动尧维护
其海上霸权制造借口遥 美国军舰战机常
年在南海开展频繁密集活动袁大搞各类
军事演习和抵近侦察袁蓄意加剧南海紧
张局势袁耀武扬威要要要这不是军事化南
海又是什么钥 所有该地区国家看得很清
楚院美国才是南海野军事化冶的最大推手遥

特别军演的背后
近一段时间里袁 美国国内疫情严

重袁美军的感染人数也在大幅上升袁但
这并没有阻止美国舰机在南海的挑

衅遥据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布的消息称袁
10月 7日野里根冶号航母在南海开展
野大规模伤亡演习冶袁 目的是应对舰上
出现大规模伤亡情况遥 虽然美国太平
洋舰队并未披露此次演习的更多细
节袁但还是老调重弹地宣称袁野里根冶号
航母是美国第 5航母战斗群的旗舰袁
是一支时刻准备战斗的作战力量袁保
卫美国及其盟友尧 伙伴国在印度-太
平洋地区的利益是其主要任务遥
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袁就在野里

根冶号航母现身南海大秀野肌肉冶之际袁有
美媒曝出袁累计已有近 200艘美国海军
舰艇出现新冠肺炎疫情遥 据美国叶海军
时报曳10月 10日报道袁美国海军作战部
长麦克窑吉尔迪上将在 9月底发送给美
国海军舰队的一封信函中说袁目前已有
190多艘美国海军舰艇遭遇新冠肺炎疫
情遥 如果参照美国海军部队目前部署的
296艘舰艇袁 这意味着近 65%的舰艇都
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新冠病毒感染遥
有分析认为袁这个时候袁美军专门

跑到南海来进行各种演练袁除了野秀肌
肉冶袁就是在挑衅遥 美军组织进行大规
模的伤亡演习并不常见袁不少人猜测袁
这是惧怕诸如东风-21D反舰弹道导
弹的威慑力遥
实际上袁 美国这是在释放危险信

号袁主要有两点院第一尧美军开展这样的
野大规模伤亡冶演习袁明显是在挑衅袁表示
自己哪怕是面临大规模的伤亡袁也做好
了足够的准备遥 其次袁就是指明了挑战
对象遥 要知道美军的实力非常强袁虽然

最近的疫情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袁但是想
让美军付出野大规模伤亡冶的代价肯定
需要非常强大的军事实力遥

意图已昭然若揭
美国一些政客在大选前为了一

己私利袁 极力破坏中美两国两军关
系袁甚至妄图制造意外事件和军事冲
突袁这种行径置双方一线官兵生命安
危于不顾袁置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于不
顾袁是极不得人心的遥 而且随着美国
大选的临近袁美国肆无忌惮地破坏两
国关系袁 将局势的紧张性不断提升遥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袁近期美军在南海
的军事动作出现新变化袁最新的挑衅
与以往不同在于袁是政治极限挑衅与
军事极限挑衅相配合遥这是我们需要
警惕的遥
无数事实充分证明袁 美国已成为

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遥 今年以来袁
美国前后派出野罗斯福冶号尧野里根冶号尧
野尼米兹冶号航母来南海海域挑衅袁先后
举行了多场单航母尧双航母演训遥 而在
全球其他热点地区袁 美国仅保持一艘
野艾森豪威尔冶号航母遥 可以说袁美海军
在南海地区投入了巨大精力遥
当然袁 美军在西太平洋如此高强

度的活动袁还有一个潜在的目的是检验
新的作战理论遥 随着美国家安全战略
转向大国竞争袁其军事战略更加强调应
对日益增长的 野反进入/区域拒止冶威
胁袁认为未来作战环境更加不可预测尧
更加复杂尧更加危险袁必须以新的理念
和方式实施作战行动遥 在此背景下袁美
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先后推出野分布式海
上作战冶野远征前进基地作战冶野多域作
战冶野电磁机动作战冶 等新型作战概念袁
海上方向作战理论新变化反映出美军

焦虑与霸权心态遥
总而言之袁 美军近期在中国周边

频繁进行各种活动袁很难不让人担心美
国是否搞什么野十月惊奇冶袁特别是在大
选即将来临之时袁很难排除美国故意制
造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并制造意外事件
的可能遥 然而美国不断加大在亚太地
区的军事存在力度袁 加大军事活动强
度袁严重影响这一地区的安全形势袁是
非常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遥

近期袁 媒体公开报道了我
国家安全机关组织实施 野迅
雷要2020冶 专项行动的有关情
况遥 从披露内容看袁 这是继
野2018要雷霆行动冶之后袁国家
安全机关针对台湾当局及其间
谍情报机关的又一次重拳出

击遥此次专项行动袁共破获数百
起台湾间谍窃密案件袁 抓获一
批台湾间谍及运用人员袁 打掉
多个台湾间谍情报机关针对祖

国大陆布建的间谍情报网络遥
从 2018年的百余起到 2020年
的数百起袁案件数字的攀升袁背
后折射出的是台湾当局及其间

谍情报机关困兽犹斗袁 近乎疯
狂地对祖国大陆实施各类情报

渗透破坏活动遥
无风不起浪遥 一个时期以

来袁 在国际大气候和台湾岛内
小气候影响下袁 蔡英文当局愈
加挟洋自重袁加紧与外部反华势力勾连聚合袁频频制造
事端袁严重危害两岸和平和台海局势稳定遥根据国际危
机组织观察袁台湾海峡已被列入野重大形势恶化地区冶遥
将心比心袁两岸人民都不愿兵戎相见遥但如不幸战事爆
发袁罪魁祸首必是野台独冶遥 更须值得警惕的是袁战事未
发袁情报先行遥台湾情治部门不仅长期把祖国大陆当成
攻击目标开展情报活动袁 近年来更沦为蔡英文当局党
同伐异尧铲除异己尧推动野台独冶路线的工具遥对内袁借助
修订野国安五法冶尧出台野反渗透法冶袁大搞野绿色恐怖冶袁
严密监控岛内民众袁限缩两岸交流交往遥对外袁奉行野金
钱外交冶野情报外交冶袁甘当棋子袁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和
台湾人民切身利益袁换取美西方的庇护遥

在蔡英文当局指使下袁 台湾情治部门积极充当
野台独冶分裂势力的野马前卒冶野急先锋冶袁大搞不义之
举袁大行忤逆之道袁弊案丛生袁乱象纷呈遥 去年野私烟
案冶一出袁台湾民众大开眼界袁原来综理岛内情治系
统的台湾野国安局冶竟然是最大的走私贩子袁野总统冶
专机居然成了最高效的走私工具遥 公器私用袁大肆敛
财遥 为全面推动野绿化冶袁野外行领导内行冶也是台湾情
治部门饱受诟病的顽疾遥 近年来袁岛内情治系统元老
多次公开表态袁台湾情治部门频频出现野情报关系被
抓袁情报人员出丑袁情报工作受挫冶的局面袁根源就是
野台独冶恶瘤上身袁两党内斗不休遥 情治部门首脑如同
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袁 只知一味 野崇蔡媚上冶袁以
野非绿即蓝冶划分阵营袁不顾情报工作规律尧不管情报
人员死活遥 这种环境下袁台湾情治部门军心涣散尧人
心分离尧士气低落袁各为其主尧各自为战袁卖官鬻爵者
有之袁欺上瞒下者有之袁贪墨经费者有之袁坑蒙拐骗
者有之袁情报造假者有之袁一派穷途末路乱象遥 饶是
如此袁 台湾情治部门个别人物还叫嚣着要协助台军
构建所谓野不对称战力冶袁妄图以一螳之臂阻挡历史
前进的滚滚车轮遥
历史大势袁浩浩汤汤曰顺之者昌袁逆之者亡遥 习近

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袁 我们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
空间袁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野台独冶分裂活动留下任
何空间遥 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袁保留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的选项袁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野台
独冶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袁绝非针对台湾同胞遥 我
们愿意以最大诚意与广大台湾同胞共享和平袁 共谋
发展袁但对野台独冶分裂势力谋野独冶拒统尧破坏和平的
种种逆行袁我们也必将依法严惩不贷遥
我们奉劝台湾情治部门袁不要被野台独冶的野末路战

车冶所绑架袁这辆野末路战车冶的狂奔只有一个结局袁就
是粉身碎骨尧身败名裂遥蔡英文当局只有一己政党之私
利袁完全不顾两岸同胞利益福祉袁更遑论一线情报人员
的死活遥 希望台湾情治部门能够看到民族大义与历史
正道袁立即停止对祖国大陆的情报渗透破坏活动袁尤其
不要继续充当蔡英文当局的鹰犬和走狗袁为野台独冶分
裂势力背书袁 继续向美西方出卖国家主权和中华民族
核心利益遥 否则袁我国家安全机关有坚定的意志尧充分
的信心尧足够的能力袁对台湾情治部门任何渗透破坏活
动依法予以坚决打击和严正惩戒遥

我们正告台湾情治部门中抱守野台独冶立场的顽
固分子袁玩火自焚只有死路一条袁弃暗投明才是人间
正道遥 对冥顽不化尧死不悔改尧继续从事野台独冶分裂
活动袁危害祖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死硬分子袁我国家
安全机关会坚决运用反分裂国家法尧 反间谍法等法
律武器袁紧盯不放尧穷追务获尧一追到底遥 青山遮不
住袁毕竟东流去遥 希望这些顽固分子尽早认清形势袁
早早收手袁回头是岸袁莫要眷恋穷城袁徘徊歧途袁自寻
绝路遥 勿谓言之不预也遥

我们欢迎台湾情治部门中拥护祖国统一的有识
之士袁有机会多到祖国大陆走一走尧看一看袁彻底摒
弃蔡英文当局背宗忘祖的野台独冶意识和狭隘的野岛
民冶心态袁亲身感受大陆巨大的发展变化袁共同分享
祖国蓬勃的发展机遇遥 血浓于水袁守望相助遥 两岸同
胞同根同源袁同文同种袁祖国大陆与你们沟通交流的
大门永远敞开着袁欢迎通过各种形式尧各种方式尧各
种渠道来开展各方面合作遥 渡尽劫波兄弟在袁相逢一
笑泯恩仇遥 希望我们携手一道袁遏野台独冶尧反分裂尧促
和平袁共筑抵御外侮尧捍卫国家主权的隐蔽防线袁共
绘中华团圆的美好明天遥

历史若镜袁岁月淘沙遥 解决台湾问题袁实现祖
国完全统一袁是大势所趋尧民心所向遥 完成这一历
史大业袁 必须依靠两岸同胞的和衷共济尧 共同奋
斗遥 我们相信袁只要两岸同胞共担民族大义袁勠力
同心袁相向而行袁必能共享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荣
光遥 渊摘自叶 人民日报 曳冤

本报讯渊记者 申潇轶 通讯员

刘钰婷冤为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科
技强军意识袁 感受科技创新的力
量袁10 月 14日袁湖南省军区师团职
领导干部理论轮训暨师团党委书

记培训班组织学员袁前往岳麓山国
家大学科技城参观见学遥 学员们先
后参观了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
管委会尧 国家超级计算机长沙中
心尧中南大学高性能复杂制造国家
重点实验室遥

野惟楚有才袁于斯为盛袁心忧天
下袁敢为人先浴欢迎大家参观岳麓山
国家大学科技城管委会袁 这面墙所
展示的是为湖湘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的优秀学者........冶讲解员向学员们
详细地介绍了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
城发展历程尧 先进人物事迹以及先
进的科研技术遥在参观过程中袁学员
们认真听讲解员的解说袁 并向现场
科研人员询问相关科研技术问题遥

在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袁学

员们参观曾获得多个野世界第一冶称
号的野天河冶超级计算机袁详细了解
其作为国家以及湖南省的重要科技

创新平台在气象预报尧 新冠疫情防
控工作等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遥

参观结束后袁大家纷纷表示袁通
过此次活动袁见识了野天河冶超级计
算机等精尖科技袁 感受到了科技兴
国尧科技强军的磅礴力量袁回到岗位
后袁 他们将不断推动部队现代化建
设袁为强军兴军贡献力量遥

特约记者 方争辉 陈 静 文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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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军区组织师团职领导干部赴科研重地参观见学

特约撰稿人 陈光文

中国人民奋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峥嵘岁月②

银彭德怀被任命为首任中国人民
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遥这是彭德怀
司令员与金日成同志在前线阵地上遥

银志愿军某部在出国前坚决表示院野要打好出国作战第一仗袁为祖国争光遥冶

银讲解员向学员介绍实验室材料遥 韦思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