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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3 日至 8 月 23 日，山东省潍
坊市遭受历史罕见暴雨洪涝灾害，其
中潍坊市下辖的寿光市灾情尤为严
重：该市 15 个镇街区绝大多数被淹，
境内弥河、丹河部分堤坝受泄洪影响
漫堤，沿岸多个村庄泡在水中，50 多
万人受灾。

百姓受苦，人民子弟兵岂能安心。
8 月 26 日，我市消防支队接到增援命
令，迅即派出 111 名官兵连夜赶赴灾
区。经 10 天 10 夜的艰苦奋战，官兵累
计排涝 18.7 万立方米，清理淤泥 52.6
立方米、废弃物 74.3 吨，清理道路 16
公里，协助 42 户村民入户清理，协助
村民维修抽水泵 5 台，慰问受灾困难
农户3户。

这群平均年龄二三十岁的年轻
人，在又脏又乱充满危险的洪灾现场，
不畏艰险、不怕疲劳、英勇顽强、连续
作战，用赤子之心赢得了灾区政府和
人民群众的高度赞誉。

这是一支经得起实战考验的专业
救援队伍。龙城有他们，何其有幸！

快速出击 肆虐洪水终退去

寿光的灾情一直牵动着官兵的
心。8 月 26 日，接到省总队增援命令
后，我市消防支队迅速组成防汛排涝
突击队。当天下午 4 时 30 分，队伍集
结完毕；4 时 45 分，登车出发；27 日凌
晨3时50分，抵达灾区。

官兵们被派往纪台镇。这里灾情
严重，到处汪洋，树木倒伏，大片村庄、
房屋泡在水中，官兵只能在学校、厂
房、广场等处简单休息。

天气炎热、蚊虫叮咬，尽管一夜
未眠，但天一亮，官兵们就开始救援
行动。他们的任务区域是纪台镇曹
官庄村、陈家尧河村和尧河店子村，
这 3 个村子的村民大多从事大棚种
植，一片泽国中，大棚只露出棚顶，
村里到处积水，村民们急着自救，却
苦于人手不够、机器缺失，自救进展
缓慢。

官兵的到来，给了村民们极大鼓
舞。救援队派出3个班组深入村庄，24
小时值守排涝，确保人歇机不歇。连续
6 天日夜作战，9 月 1 日，曹官庄村、陈
家尧河村积水下降约 2 米；9 月 5 日，
尧河店子村积水深度也已低于泵组吸
水要求，村内房屋和蔬菜大棚可以正
常使用。

抢险救援 烈日下的橙色力量

在全力排涝的同时，官兵们帮助
村民疏通道路、清障排险，清理树木和
倒塌的房屋。

突击队每天安排 3 个班组深入村
庄，挨家挨户帮助村民搬运、整理物
品，打扫房间。路上到处是淤泥、垃圾
和顺水漂来的废弃物，在烈日下散发
出一阵阵异味，官兵们顶着大太阳，一
米一米往前清理。负责医疗的官兵走
村入户，开展医疗巡诊，检查防疫情
况，为村民提供常用药品。

现场很多道路积水过腰，2 吨重
的供水泵组水带只能靠官兵背扛肩挑
铺设、收整，鞋子、救援服天天被湿透，
全身沾满泥巴，很多官兵出现过敏，皮
肤病等问题；有些官兵手脚被磕出的
伤口发了炎仍然坚持作战。特别是救
援前期，由于宿营区条件有限，加上昼

夜温差大，战士们休息不好，极度疲
劳，但即便如此，也没有人下火线，一
名队员在搬运泵组水带时腰伤复发，
身体直不起来仍坚持作业。

在救援队伍中，战士张传翔老家
就在山东临沂。得知儿子来到寿光，父
母带着他最爱吃的杂粮煎饼和红烧小
公鸡，驱车 100 多公里来到执勤点看
望他。已经大半年没见到儿子，父母看
着他一身泥水十分心疼。吃着爸妈送
来的煎饼，张传翔热泪盈眶，他说，每
个战友都这样，我还要去执勤，你们早
点回去，路上注意安全。

悄然离去 灾区人民不会忘记

不眠不休，日夜奋战，突击队顺利
完成救援任务，执行撤退命令。

为了避免给人民增加麻烦，他们
选择在 9 月 6 日凌晨出发。虽然他们
想悄悄离去，但灾区人民还是知道了，

不少人自发前来送行，纯朴地一遍又一
遍说着感谢。

在灾区的10天里，官兵给灾区人民
带来了希望，灾区人民也用自己的举动，
表达着对子弟兵的爱。

8 月 27 日，增援寿光的第二天，官
兵到纪台镇寿尧路一家超市购买伙食物
资。当时，消防官兵购买了一大包豆芽、
白菜还有一些肉类等，去结账的时候，老
板娘却怎么也不肯收钱。下午，官兵再次
来到超市，老板依然不肯收钱，并且一直
强调，这是自己应该做的。不善言辞的他
一直重复说：“你们大老远赶过来救灾，
为我们做好事情，我不好收你们钱的！”

8 月 30 日下午 4 点多，一位大妈来
到执勤点求助，称大棚里的排水泵不抽
水了。官兵立即到场帮她修好了泵，并泡
在水中清理了吸水管周围的杂物，教她
维护方法。临走时，大妈摘了自家大棚里
的两个甜瓜，追了一里地塞给官兵。

芮伟芬 周祥 文/摄

市消防支队赴山东寿光排涝救援纪实

寿光抢险 龙城卫士在行动
本报讯 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局

长、市双拥办副主任王莉一行近日受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市双拥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周昌明同志的委托，专程前
往市消防支队看望慰问赴山东寿光排
涝救援官兵。

王莉首先转达了市委汪书记对消
防支队圆满完成山东寿光排涝救援任
务的批示，“市消防支队增援寿光任务
完成很好，救援官兵表现出色，谨向同
志们致以亲切问候！”

她表示，当山东省寿光市受台风“摩
羯”“温比亚”叠加影响，引发大面积洪涝
灾害时，常州消防官兵不辞辛劳、星夜兼
程，以最快的速度奔赴灾区一线，全力投

入排涝救援战斗。面对灾情，官兵们连续
奋战11个昼夜，出色完成了救援任务。常
州消防支队是一支敢啃硬骨头、善打硬仗、
作风优良的英雄部队，消防官兵们心系人
民安危的崇高品格，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
英雄气概，敢于承担急难险重任务的无畏
精神，科学高效救援的专业素养，树立了龙
城消防铁军的光辉形象。

她表示，作为军地的桥梁纽带，我们
将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支队改革，主动帮
助支队解决好战备执勤、消防训练、现代
化建设等方面的难题，扎实做好转业干部
安置、随军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工作。

市双拥办副主任陈丹华参加活动。
（常拥办）

市双拥办

慰问市消防支队
赴山东寿光排涝救援官兵

本报讯 近日，空军招飞局南京
选拔中心徐翔助理一行专程来常州，
向我市溧阳、金坛、武进、天宁等地 5
名飞行员家庭颁发“首次评定飞行等
级纪念”牌和“空军飞行员光荣家庭”
荣誉匾，我市市、区两级双拥办领导陪
同走访慰问，向飞行员家庭报喜，并送
上慰问金表示祝贺。市双拥办副主任

陈丹华参加走访慰问。
据悉，为激发飞行员自豪感荣誉

感，汇聚飞行员家庭关心空军、青少年
向往空军、全社会支持空军的强大正
能量，从去年开始，空军专门委派工作
人员到飞行员家庭颁发“首次评定飞
行等级纪念”牌和“空军飞行员光荣家
庭”光荣匾。 （常拥宣）

市、区两级双拥办

走访慰问空军飞行员光荣家庭

本报讯 为积极贯彻十九大“深
入开展脱贫攻坚”“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精神，充分发挥武警部队在脱贫攻
坚战中的主力军作用，落实习主席“精
准扶贫”的决策指示，近日，武警常州
支队与溧阳市竹箦镇道人渡村扶贫结
对项目举行启动仪式。

竹箦镇位于溧阳市西北部，经济
基础相对薄弱，是典型的以农业为主
的茅山老区乡镇，发展一直相对落后，
而道人渡村是竹箦镇的经济薄弱村，
帮助道人渡村脱贫致富是当前的重要
任务。因此，支队采取定捐赠扶贫专
项基金方式，帮助其实现脱贫致富，打

赢扶贫攻坚战。
启动仪式中，武警支队长韩恩臣代

表支队向道人渡村捐赠扶贫专项基金，
溧阳市副市长曹俊叮嘱道人渡村一定要
合理利用资金，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提
高发展能力。

武警政委衡中正表示，人民有困难，
群众有需要，我们责无旁贷，应当力所能
及为乡亲们多做事、做好事，回报官兵们
的第二故乡。

话语虽质朴，但字字暖人心。村民
们备受鼓舞，纷纷表示，一定会将支队的
关心和支持，化作建设发展的动力，早日
走上小康之路。 （邵军）

武警常州支队开展扶贫结对

如何在军民之间架设了一道建
德、励德、倡德的沟通之桥，实现军地
精神文明共建的双促进、双提升？常
州军民用最朴实有效的形式——军民
共建道德讲堂，演绎了一场生动的道
德“体用实践”。

自 2012 年 9 月 26 日第一堂军民
共建道德讲堂开讲以来，常州军民一
直不懈地做着这样的努力：让“军民共
建道德讲堂”成为常州提高社会文明
程度和军民道德素质的新载体、军民
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品牌、创
建全国双拥模范城的新亮点。

寻找提领军民精神
世界的最佳结合点

人民军队作为社会中极具影响
力、震撼力和感召力的群体，90 多年
来，人民军队培育了特有的光荣传统
和优良作风，涌现了灿若星辰的英雄
模范。

如何把这宝贵财富与引导广大军
民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以及“勇争
第一，耻为第二”的新时代常州精神相
结合？如何永葆广大军民血肉相联、
水乳交融的亲密联系？如何用道德的
力量推动军民共建精神文明工作，在
全社会形成军民同心合力、团结奋斗
的生动局面？如何创新一个能够被军
地双方共同接受、乐于参与的新模式、
新平台？

根植于全国道德讲堂发源地这片
沃土，借鉴发端于常州的“道德讲堂”
成功经验，常州军民充分汲取人民军

队的精神财富和崇德向善、文化厚重
的城市内涵，推出了军民共建的新形
式——军民共建道德讲堂。

一个全新的平台要想始终保持
生机与活力，为军民思想道德建设提
供源源不绝的强劲动力，就需要从加
强组织引导、健全规章制度、丰富活动
内容等入手，使讲堂有序有力有效开
展。为此，2012 年 9 月，在军民共建
道德讲堂建立之初，常州市双拥办、文
明办、常州军分区政治部结合军人职
业特点和军民共建特性，既突出“兵
味”，又注重提升“品位”，下发《常州市

“军民共建道德讲堂”实施意见》，联合
召开推进会，指导驻常部队军民共建
道德讲堂建设。从活动的组织领导、
把握原则、工作目标、活动形式、操作
流程、检查考评、实践等方面做了明
确要求，并将军民共建道德讲堂纳入
市级文明单位、双拥模范单位的考评
内容。

优化军民共同接受
的传播方式

“讲堂”建起来了，那怎样使“身边
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讲自己事、身边人
教身边人”让广大军民坐得住、听得
进、学得会、用得上？

讲堂办得好不好，主持人、宣讲
员的表现至关重要。为此，市双拥
办从部队的政工干部、文艺骨干中选
拔吸收到主持人、宣讲员队伍中来，
再通过培训班学习等方法提升他们
各方面能力，先后培养出 110 余名军
民共建道德讲堂主持人、宣讲员，10
人被文明委表彰为优秀主持人、优秀
宣讲员。

群众信不信得过，典型选树很关
键。因为让人信服的宣讲者能让“讲
堂”事半功倍。以“自身素养强、道德
素质高、文化修养好”为标准，组建了
三个层面的社会化宣讲队伍：宣讲人
员、先进模范、身边军民。着眼军地
不同的受众要求，让有信念的讲理

想，有贡献的讲奉献，有成就的讲成
才。通过原汁原味、听起来耳熟能
详，内容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道
德故事，让“小人物”站上道德建设的

“大舞台”，承担起发起者、推动者、受
益者的角色。

故事吸不吸引人，表现形式好才
能引起共鸣。讲堂把“爱岗、敬业、诚
信、友善”的公民个人品德和“有灵
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四
有”军人标准融合起来，在规范“唱歌
曲、学经典、赞模范、谈感悟、送祝福”
5 个基本流程的同时，鼓励军民创新
完善每个流程细节，辅之以先进人物
或集体为原型的小品、快板、相声、说
唱、歌舞、音诗画、情景剧等文艺节
目，变传统道德教育“你说我听”的灌
输式、说教式为“我参与、我践行”的
互动式、开放式，充分体现“我的讲堂
我做主”的民主化、大众化特点，增强
吸引力、感染力，促进认知感悟，提升
思想境界。

2012年9月26日，第一堂军民共
建道德讲堂在常州陆军预备役通信团
召开。

军营内外践行知行
合一

点上突破，波及线面。驻常各部
队纷纷把军民共建道德讲堂作为年度
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建机构、强
队伍、订计划、树典型、编故事。

各部队把新兵入伍、老兵退伍、入
党宣誓、出征誓师等仪式带进军民共
建道德讲堂，充分利用市民学校、小巷
论坛、军营荣誉室、连队课堂、训练场、
红色教育基地等阵地，综合利用网络、
微信、电视、报刊等传媒，形成室内室
外、虚实结合的立体化阵网络，为讲堂
实现功能最大化提供源泉。

驻常武警水电第五支队官兵还
把军民共建道德讲堂建到了赈灾第
一前线。云南鲁甸，薄雾笼罩着乌蒙
山脉里已成废墟的寂静山庄。潮湿

清冷的空气里，一股暖流在红石岩村村
民段后华的心中流淌，他紧紧地握住水
电五支队战士朱耀辉的手，哽咽着说不
出话来。段后华是云南鲁甸包垴乡红
石岩村村民，地震中平房被震塌，带走
了女儿年轻的生命。官兵得知后，顾不
上连续作战的疲惫，立即为老乡修葺了
震后危房。临走之际，战士们又倾囊相
助，凑出了 1200 元，还为当地小学的孩
子们采购了 100 个书包和 30 件衣服。
部队开拔之际，灾区同胞带着亲手做的
面点、土特产挥泪相送，再现“十送红
军”感人场面。

时任五支队政委谌少英在“道德讲
堂”上和官兵们重温过上甘岭战役的故
事，官兵几天没有水喝，在一个连只有一
壶水的情况下，大家你让我，我让你。如
今，现实版在鲁甸再次上演。在抢通牛
栏江堰塞体的不眠夜战中，饮用水不够
了，四个人喝半瓶水，你传给我，我传给
你，没有一个人肯喝，全让给了正在发烧
的战友。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阵之时
则忘其亲，击鼓之时则忘其身，一寸丹心
图报国。忠诚、舍己为人的军人底色始
终不曾褪色，战士们用血肉之躯传递了
来自常州的大爱。

“我听、我看、我讲、我议、我选、
我行”，越来越多的军民被身边的事
迹所感染，自觉成为道德的传播者、
践行者。

走进讲堂净化心灵，走出讲堂立学
立行。以军民共建道德讲堂为圆心，爱
国拥军、支持强军成为越来越多常州人
的共识。全市 1008 个城乡社区（村）均
建立了拥军优属工作站，1215支志愿者
服务队常年活跃在基层社区，为社区军
人、军属、优抚对象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走进基层连队开展走访慰问、军民共建、
文化拥军活动。

6 年来，军民共建道德讲堂始终注
重“立新、立意、立精、立行、立稳、立
效”，已实现驻常团级以上部队全覆盖，
举办活动 500 余场次，参与军民近 6 万
人次。

常拥宣

常州市“军民共建道德讲堂”活动纪实

把军民的精神世界向高处提领

本报讯 为提升官兵对第二故乡
的了解，近日，江苏边防总队常州边检站
组织官兵参观常州运河五号创意街区。

活动期间，全体官兵在解说员的
引导下全面了解了常州的历史文化、
近年来的发展成就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发展规划，并通过 4D 影视效果，感受
了立体的常州容貌。

参观中，大家秩序井然、兴致勃

勃，追寻历史，感受今天，展望未来，进一
步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留下了深刻
印象。

参观结束后，官兵们纷纷表示：一
定立足本职，爱岗敬业，以守土有责、守
土尽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各项工作
任务完成好，以实际行动自觉投身到部
队改革发展中去，在新的起点上书写新
篇章。 （王旭东 文/摄）

常州边检站

组织官兵参观运河五号

武进区人武部近日组织350名休检、政治考核双合格应征青年，在武进国防教
育训练中心，开展为期一周的封闭式役前适应性训练。图为应征青年在国防教育
馆听取老班长细致讲解我军发展历史，感受先辈们爱国强军梦想、坚定新时代强军
打赢信念。 高岷 周建平 文/摄

【双拥·国防7】传承先辈精神 筑牢强军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