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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唐昭君、记者宋芳龙摄影
报道：3月 21日，浙江海霞军旅基地训
练场上，172名女民兵展开捕俘拳、擒拿
格斗、枪操等军事课目训练。

“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是一支闻
名全国全军的光荣连队，连队守卫海防
前哨的事迹被写成小说《海岛女民兵》、
拍成电影《海霞》传遍全国。今年该连
将迎来建连60周年，连队准备以一场军
事课目汇报表演作为生日庆典大礼，展
现新一代海岛女民兵的巾帼新风采。

民兵连指导员杨燕辉介绍，这次集训
为期3个月，共有172名女民兵参加，平均
年龄27岁，学历均为全日制大专以上。

“当前疫情防控期间，我们在抓好
女民兵训练的同时，也扎实做好疫情防
控相关措施。”温州市洞头区人武部副
部长陈刚告诉记者。

““海霞海霞””进入战位进入战位
配制试剂、提取核酸、核酸扩

增、核酸检测、报告分析……3月 18
日，在武汉华大基因医学检验所测
序实验室内，罗焕穿着隔离服，戴着
口罩、头套和手套，紧张而又有条不
紊地忙碌着。

罗焕是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民兵
连支援保障排的民兵，同时也是深圳
某生物科技企业的基因检测工程师。
从1月20日抵达武汉后，他与病毒“面
对面”的时间每天都在12个小时以上。

“检测工作每一步都如履薄冰，稍
有不慎就可能得出错误结果，轻则让
健康人误诊为患者而被隔离，浪费医
疗资源，重则让感染者误诊为健康人，
对社会造成威胁。整个工作过程中，
不吃不喝是小意思，精神更是高度紧
张，脱下防护服的那一刻，一放松整个
人都要虚脱。”罗焕告诉笔者，“但是作
为一名新质民兵，能在这个关键时刻
派上用场，我感到自豪和光荣。”

罗焕奔赴武汉一线，他的战友们
也没闲着。从 2月 3日起，支援保障

排的曹怀轶、陈愿望、吴兵 3人作为
生力军加入到 3个实验小组中参与
样本检测和信息录入工作。2月 15
日，深圳市大鹏新区某检测实验室投
入使用，民兵李燕兰、沈思锴、余少
琦、罗亮也走上“新战场”，补强检测
力量。据统计，各实验小组日均检测
来自全国各省市超过 1万份病毒样
本，他们的辛勤付出有效缓解了前线
检测压力，同时成为支援省内其他各
市样本检测的中坚力量。

“与病毒搏斗的每一分每一秒都
很宝贵，我们要通过一切手段抢时间
提效率。”这是支援保障排一班班长
谢伟伟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作为技
术骨干加入技术攻关小组的她，梳理
了检测技术端和应用端的各类问题，
与团队研究解决方案，使原有的检测
标准和实验流程实现了优化和简
化。同时她参与的 3类研究成果被
国家立项，让高效率的检测方案能够
快速被其他符合标准的机构采用，为
抗击疫情提供了有力保障。

每天，与病毒“面对面”
■欧锦坚 丁 屹

本报讯 曾唐开、记者熊永岭报
道：“‘回家了，安全了，放心了，祖国万
岁！’归国海外同胞乘坐大巴车前往隔
离点时高呼祖国万岁的情景，让我们倍
感自豪。中国医疗队带着物资走出国
门协助战‘疫’的自信脚步让我们为祖
国而骄傲……”3月 20日上午，参与机
场执勤的青岛市市南区人武部 2名同
志视频连线，与战友分享自己在抗疫实
践中的所见所闻，共同感悟“中国力量”

“中国精神”“中国效率”的深刻内涵。
实践是最生动鲜活的教材。山东

省军区在部署开展年度思想政治教育
时，充分发挥抗疫实践的砥砺培养作
用，激发官兵投身强军实践的政治热
情。教育中，他们广泛开展“三学三悟
三颂”活动，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
学习伟大抗疫实践，学习抗疫先进典
型；领悟党中央和习主席的坚强领导英
明决策，感悟全国动员、全民参与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体悟改革开
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组织赞颂“共

产党好、社会主义好、伟大祖国好”群众
性宣讲活动，引导大家进一步坚定对党
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拥护和信赖。

春节前后，革命老区黄冈市疫情严
重，但位于大山深处的罗田县胜利镇高
山村村民的生活井井有条。“村委会每
隔4天都会专门安排车辆外出采购，然
后由党员干部和民兵送到各家各户，老
百姓的日子一点不发愁。”正在罗田县
家中休假的济宁军分区第二离职干部
休养所士官陈宝连线告诉记者，他这段
时间一直在村里当志愿者，协助村委会
站岗执勤和采购物资，通过参加抗疫让
他的信念更加坚定，表示返回单位后将
用更加优异的成绩回报党的关心关怀。

官兵们将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具
体实践，以巨大热情投入到疫情防控、
复工复产和国防动员等各项工作中。
省军区党委进一步完善了“组织民兵全
力参加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行动”“聚
焦主题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加强民兵
组织调整改革”等6项措施。

山东省军区广泛开展“三学三悟三颂”活动

用抗疫实践强化官兵信仰信念

春暖花开，各地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向好，大江南北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

不约而同地，民兵整组工作在各地
有序展开。“无论防控检测还是复工复
产，民兵作用都不可替代”“经过战

‘ 疫 ’，政 府 和 企 业 编 兵 热 情 在 提
升”……整组调研，工作人员的反馈出
奇一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省军区系
统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
署，组织广大民兵参加疫情防控行动，
全国日均出动民兵20万人次，高峰期超
过40万人次，协助地方政府开展防疫宣
传、设卡布控、巡逻警戒、病毒消杀、入
户排查、运送物资、返岗复工等工作，为
疫情的有效防控作出了突出贡献。抗
疫中，民兵作用的发挥也让军地共同审
视和思考人民武装动员的创新发展。

快速动员当先锋
号令一响，我就是个“兵”

“归零！”3月10日，随着最后一批患
者走出武汉市武昌方舱医院，武汉市16
家方舱医院全部休舱。看到自己参与建
设的“生命方舟”陆续退出抗疫“战场”，
武汉市东西湖区慈惠街道民兵连长黄心
刚感到格外欣慰。2月3日晚，武汉客厅
方舱医院筹建，一声令下，黄心刚和200
多名战友紧急增援，抢运物资、拼装床
位，一夜之间将2000张床位准备完毕。

在此次抗疫战斗中，民兵队伍战斗
力，让地方干部群众印象深刻：

在四川，1月 24日，政府启动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次日，也
就是大年初一，首批收拢集结的资阳、
乐山、泸州、宜宾、广安等地5000余名民
兵，即携带装备物资向各执勤点开进。

在湖北十堰，连续63天，8.4万人次
民兵坚守近 2000个疫情防控卡点，确
保了卡点的全天候管控。

“民兵分布广、人地两熟、便于指
挥，在这次疫情防控人民战争中，展现
出巨大优势！”湖北省军区战备建设局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长达两个月的时间
内，湖北省保持民兵日均出动量超过 2
万人次；截至 3月 21日，全省已累计出
动民兵 110万余人次，哪里需要就第一
时间冲到哪里，成为防疫中坚力量。

“民兵作为人民战争基础和‘三结
合’武装力量体制重要组成部分，此次作
用发挥明显，进一步证明了‘战争的伟力
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十
堰军分区司令员曾彦告诉记者，“民兵在

此次战‘疫’中的突出表现，让军地更加
重视这支力量的质量建设，下一步，通过
深化调整改革，凝聚军地合力，民兵组织
动员力、快速反应力、支援保障力将会得
到进一步增强，推动这支武装力量由庞
大走向强大，由精干走向精锐！”

新型队伍成“新宠”
科技添翼，专业人才显威

“蒋排长，你们哪天能到我们村？
你们这个无人机厉害得很，3台机器洒药
量顶得上几十个人工！”3月23日，湖北省
天门市岳口镇，看着在油菜地上方翱翔的
无人机，村民向天门市民兵无人机侦察救
援排排长蒋明兰竖起了大拇指。对这支
民兵分队，村民已很熟悉。疫情发生以
来，防疫宣传有它、监控巡逻有它、病毒
消杀也有它，没想到复工复产了，它功能
一转又继续战斗在一线，协助喷洒农药！

“拿起 40公斤的弥雾机，我就是一
名战士，参与保卫人民的防疫战斗，我
责无旁贷！”刘杨是贵阳市民兵应急营
综合救援一连的民兵。2月 4日以来，
作为贵阳市民兵应急营战疫防线的尖
刀部队，他和战友一直战斗在防疫消杀
一线，为疫情防控作出了有力贡献。

此次抗疫战役，悄然走红的不仅是
无人机、洗消等新型民兵分队。在浙江
温州，民兵信息保障分队参与地方政府

“大数据+网格排查”专班，进行大数据
分析，为疫情精准防控提供有力支撑；
在江苏溧阳，民兵数据信息排快速完成

“应急物资及人员运输车辆通行证”“口
罩线上预约”等平台开发任务，为疫情
防控提供技术支撑；在山东德州，民兵
心理分队队员来到医院，为一线医生护
士缓解压力……专业对口的新质力量
的加入，快速生成新质能力，成为抗疫
中不可或缺的中坚骨干力量。

贵阳警备区领导告诉记者，随着时
代的发展，国防动员连接军地各方所涉
及的专业领域势必增多，在应急应战对
接需求、研究决策、实施行动等各个环
节上，各类专业人才力量参与率随之增
强。民兵组织要着眼未来应急应战可
能涉及的科技、新质等各类专业力量需
求，注重在平时建设向相关行业的专家
队伍和专业力量拓展延伸。

军地联保聚合力
完善保障，提供不竭动力

3月20日，湖北省洪湖市撤除了国

省干线与其他县市交界的所有交通卡
口，宣布“解封”，洪湖市沙口镇芦花村
民兵骨干王爱民和战友们也返回了乡
镇集中隔离点休整。疫情发生后，王爱
民一直战斗在防控最前沿。他告诉记
者，遂行任务期间军地为民兵提供人身
保险、遂行任务补助、防疫物资保障等，
还组织他们进行肺部 CT和抗体检测，
这些为他们解除了后顾之忧，确保大家
全身心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

“‘打疫情防控阻击战，实际上也是
打后勤保障战。’习主席在统筹推进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部署会议上的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
了后勤保障的重要作用。对于省军区
系统来说，不仅要做好参与遂行任务的
民兵预备役人员的保障，还要充分发挥
军地桥梁纽带作用，增强支援保障能
力，这是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的题
中应有之义。”山东省军区动员局参谋
刘辉告诉记者，疫情发生后，针对防
疫物资和医疗力量短缺的实际，山东
省军区专门组织疫情防控专项潜力调
查，实地摸查全省防疫物资生产企业
和专业医院，详细掌握防控物资产
能、库存、医疗救治力量等情况，并
运用大数据技术对动员保障能力进行
评估分析，提升疫情防控应急动员保障
效能。2月初，他们就调拨各类口罩
1018.09万只、防护服 7.81万套、防护面
罩10万个，消杀产品1503吨，较好完成
对口支援任务和社会供给保障。下一
步，他们将进一步完善潜力统计调查，
切实通过“全面摸底、全面抓建、全面准
备”，不断夯实应急应战条件下能够转
化实力的各类潜力基础。

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战争的基
础在于人民，伟力源于人民，动员了广
大人民群众，就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荡平一切急风恶浪，应对一切安全威
胁。人民战争的“法宝”永远不能丢，面
对变动不居的国家安全形势，面对各种
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人民
武装动员必须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积
极适应现代战争要求和应对突发事件
要求，敏锐感知和善于抓住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的新机遇新条件，研究解决好新
时代建设什么样的民兵力量、怎么建设
民兵力量、如何用好民兵力量等重大问
题，加大新型民兵力量建设力度，不断
提高新质动员能力，在创新编兵、科学
训兵、依法管兵、合理用兵中锻造新型
后备力量，进一步夯实打赢新时代人民
战争的强大支撑。

精兵战“疫”，精锐出击
—国防动员战线在疫情防控中的人民武装动员闻思录

■本报记者 张和芸 何武涛

本报讯 吴广东、记者郭冬明报
道：“今天微党课的主题是《疫情大考面
前，党员如何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下面
先由我授课，等会抽点3名同志在线谈
体会……”3月 20日，是江西省宜春市
袁州区人武部的党日活动时间。当天
上午，该部职工党员陈文华按计划安排
授课，机关党支部通过“强国视频会议”
平台在线组织实施，给全体党员上了一
堂云端党课。

“机关党支部不能建而不用，要让
支部卡准自己的哨位，在发挥作用中规
范落实。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对党
员的教育管理更要从紧从严。”为此，该
部党委制定《进一步加强机关党支部规
范化建设的意见》，突出制度规范、教育
落实、作用发挥 3个重点，让支部卡准
哨位战位，更好履责发力。很快，支部
也制订完善了加强自身规范化建设的
实施方案，从抓好“三会一课”等基本制
度落实入手，列出了年度微党课教育、
主题党日活动计划，将每周五作为雷打

不动的党日时间，安排22堂微党课，要
求机关全体党员轮流授课。近期，受疫
情影响人员不便集中，支部就采取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形式组织，既增强党组织
的凝聚力，又促进教育全覆盖、常态化。

“在落实制度中促规范，在履责担
当中起作用，支部不再是若隐若现、可
有可无的组织，而是一支可靠管用、能
战能胜的拳头。”说起支部的变化，研
究基层评先表彰时发生的一件事，让
该人武部党委书记张道安印象深刻。
当时，政治工作科科长颜阳春提出了
一份基层评先表彰名单，党委研究前，
交给机关支部委员会研究讨论。支部
通过联合地方纪检监察、组织人事等
部门对拟表彰名单中的对象有无违纪
违规情况逐一筛查复审，对 40个基层
单位和拟表彰的 28名专武干部、32个
民兵营连年度工作绩效量化评议，否
决了 2个工作绩效不全面的民兵营、3
名存在违纪违规不良反映民兵干部的
评先资格。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武部机关支部主动作为

战“疫”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打 赢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战“ 疫 ”闻 思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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