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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红色血脉   奋进强军新征程
——兴安军分区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强军实践纪事

□田申  崔维

今年以来，兴安军分区深入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围绕庆祝建党
100 周年这一主线，着眼“完善国防
动员体系”目标，抓思想引领、抓战
备训练、抓依法治军，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向强军实践转化，引领国防动员
建设适应新形势、实现新发展。

坚定信仰固初心
政治建设是根本。兴安军分区

始终把举旗铸魂、听党指挥作为部
队建设的首要任务。近日，兴安军分
区司令员李发迎、政委吴益，带领机
关全体人员到科右前旗巴日嘎斯台
乡兴安农村第一党支部旧址，开展

“回望红色历史、喜迎建党百年”主
题党日活动，重温入党誓词，感悟信
仰初心。

党委机关示范引领，各旗（县市）
人武部迅即展开。乌兰浩特市人武
部组织民兵应急分队喜迎建党百年
华诞，组织《中国民兵之歌》群众性
竞唱活动；科右前旗民兵应急连参加
前旗万名党员集体宣誓；扎赉特旗全

体民兵党员到江桥抗战纪念馆开展
党日活动重温入党誓词；突泉人武部
组织少年军校新队员入队仪式；科右
中旗人武部开展“我是民兵，我帮你”
志愿服务活动；阿尔山市人武部开展

“热血披戎装 青春献国防”征兵主题
宣传。一幅幅画面，一项项活动，展
现着军分区部队官兵坚决听党指挥
的高度自觉。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发
表后，兴安军分区党委第一时间组织
传达学习，召开常委会研究学习宣传
贯彻 11 项具体措施，迅速兴起学习
贯彻热潮。全盟 6 支乌兰牧骑民兵
分队深入街道、乡村开展“永远跟党
走”文艺讲四史巡演，用群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开展宣传教育，得到社会各
界的广泛好评。

聚焦主业强本领
时刻能够拉得出、用得上、打得

赢，是军分区学史力行最直接的体
现。军分区协调军地、面向三军，虽
然工作千头万绪，但部队官兵始终把

“能打仗、打胜仗”作为天职，强化战
斗精神，时刻紧绷战备之弦！

今年以来，兴安军分区编实建强
应急、专业、特殊三类基干民兵队伍，
坚持以任务为牵引，检验应急分队建
设水平。结合清明防火备勤、高考保
障、“七一”安保，异地同步拉动点验
民兵分队，组织军警民防汛演练和防
雹减灾实弹演练，累计出动民兵 4 次
近 600 人。科右中旗人武部组建 14
支民兵志愿服务队，打出民兵旗帜，
展现民兵形象。

7 月 18 日，因突降大雨，科右前
旗索伦镇联丰嘎查九隆庆渔村内有
70 名群众因水位突涨被困。接地方
相关单位情况通报后，军分区主要领
导第一时间上前指挥，带领民兵应急
排参与抢险，通过不懈努力，被困群
众全部脱险。

践行宗旨为人民  
兴安军分区党委心系驻地，围绕

驻地经济建设、社会稳定、疫情防控
等扎实开展各项工作。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军分区
着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固
建设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积极协
调盟委、行署和驻军部队，把民族团
结进步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

容。依托驻地红色资源、革命遗址、
纪念场馆建立党史教育基地。抽调
20 名民兵骨干到少年军校，义务担
任军训教官和民族政策宣传员。积
极开展捐资助学、保护生态、义务巡
诊等活动，累计援建“爱民路”“连心
桥”等基础设施 40 余个，科右中旗
人武部被内蒙古自治区表彰为“民
族团结进步先进单位”。

组织边防民兵结合执勤，采取
“一兵带一户”的办法，开展“党史知
识、民族政策、文化宣传”活动，向驻
地群众发放双语宣传单，编排歌舞，
与驻地群众开展联谊活动，当好民
族团结进步的宣传员、社情民情边
情的信息员、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
员。

每逢节假日来临之际，军分区、
各人武部主动靠前，派出应急维稳力
量与地方公安等部门组成联合巡逻
队伍，确保人民群众能够祥和过节。
去年以来，军分区组织全盟民兵参与
管边控边 150 人次，执勤巡逻 500 余
人，特别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动员
组织全盟 2 万多名民兵以勤代训，发
挥了重要作用。

用行动传递爱与温暖
□记者 于舰勐 

“帮助别人是快乐的，而且那
种快乐只有帮助过别人之后才会
懂。”徐晓龙有感而发地说。2012
年 12 月，徐晓龙脱下了心爱的军
装，结束军旅生涯，退伍后被分配
至乌兰浩特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局工作。两年的军旅生涯，虽
然短暂，却让他终生难忘，军人的
气质像枚印章，镌刻在了他的身
上。部队锻炼了他不怕苦不怕累
的劲头，更练就了担当意识和责任
意识。正是这种不服输的军人作
风，让他在工作中遇到困难不退
缩，勇往直前。 

徐晓龙说：“在部队时，我光荣
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党
员，就要把对党的忠诚和军人本色
体现在具体的工作中，用行动诠释

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城市管理是
维护城市整体形象、服务群众的一
项重要工作，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切
身利益，进入执法队伍以来，在领
导和同事们的帮助下，徐晓龙快速
进入角色，成为一名合格的城管
人。当大家还沉浸在温暖的梦乡
时，他和同事们已经开始了一天的
执法和检查工作，用“早出、晚归、
勤巡逻”这个最笨但又最有效的办
法去化解难题，不为别的，只为保
证给广大市民一个干净整洁的市
容环境。 

繁忙的工作之外，他还有另外
一个身份——红城志愿者联盟的
志愿者、兴安盟蓝天救援队搜救组
组长。工作之外，徐晓龙把全部心
思都投入到公益事业当中。至今
他仍记得第一次参加救援的场景，
也正是这次救援坚定了徐晓龙从

事公益事业的决心。 
2018 年 8 月，扎 旗 发 生 了 一

起溺水事件，为了补充救援力量
和提供设备，了解情况后的徐晓
龙在第一时间收拾妥当和队友一
起出发了。当他们到达现场时，
溺水者家属撕心裂肺的哭声让他
内心无法平静，他忍着泪水扶起
家属，当得知溺水者是家里的“顶
梁柱”时，他的心跳加速，只想着
快点将遇难者打捞上岸，这或许
是对家属最大的安慰。当时水面
很 宽、水 流 很 急，水 面 漂 浮 了 好
多树枝、垃圾，天空还在下着毛毛
雨，给救援工作带来很大不便，更
给队友们救援增加了危险系数，
由于冲锋艇是充气的，水上漂浮
的树枝很有可能会把船划破，队
友一边划船，一边清理水面垃圾， 
4 名队员在水面上一遍一遍地搜

寻，最后在水域急流处将遇难者
打捞上岸。家属和当地的村民都
过来表示感谢，还问他怎么收费，
徐晓龙说：“我们不要钱，我们是
公益组织，我们的宗旨就是在最
紧急的时刻帮助急需的人摆脱困
境，脱离危险，大家平安就是给我
们最大的肯定和回报。” 

扶危济困、不求回报，帮助需
要帮助的人，这是徐晓龙置身公益
事业的准则。2018 年至今，徐晓龙
已经参与公益性援助 50 余起，帮
助寻找走失亲人 16 起。不久前，
徐晓龙被评为兴安盟 2021 年度“最
美退役军人”。

徐晓龙说：“做人就要像蜡烛一
样，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给他人以
温暖。快乐和温暖是我帮助别人
的感受，同时我也希望把它传递给
更多人。” 

不忘初心永葆军人本色
□记者 于舰勐

“在我的心目中，军人的初心和
使命就是永远听从祖国的召唤，服
从组织领导，始终为党和国家的事
业做好一切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李长庆始终保
持军人本色，在不同的岗位上贡献
着自己的力量。

使命在肩践行初心 
李长庆曾在阿尔山边防部队

服役，期间荣获内蒙古军区“十佳
教练员”称号，荣立三等功一次，多
次被兴安军分区评为“优秀共产党
员”。2013 年，他选择了转业这条
道路，面对全新的工作环境和工作
任务，他有过彷徨、有过焦虑、有过
不知所措。但他深知，部队时的辉

煌已成为过去，从一名军人转业为
一名公职人员，虽然身上已不再是
一身橄榄绿，但不变的是军人的责
任和担当，在祖国和党需要的时候
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在新的岗位
上用责任和汗水续写军人的誓言，
以军人的姿态守护为民初心。

2015 年 年 底，他 成 为 一 名 纪
检监察干部，他深知肩上的责任重
大，他把学习作为干好工作的首
要条件，坚持每天学习党的理论政
策、法律法规，不断提高自身的理
论素养和业务素质。自己不懂就
上网查询相关资料，或者去向领
导、同事们请教，办公桌上堆满了
厚厚的书籍。2018 年纪检监察体
制改革后，他派到某单位，担任纪
检监察组副组长，人员少了，工作

量却不变，面对工作中出现的困
难，他不抱怨、不提要求，而是积极
想办法，多沟通多汇报，通过努力，
终于圆满完成组织交给他的各项
工作。而他坚持原则、认真负责的
工作态度，也获得同事们的赞誉。

因公忘私愧对家庭
查办案件中，严守办案纪律，

不该说的坚决不说，一出差办案短
则十天半月，多则数月不归。家人
甚至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干什么？
他的妻子是一名小学教师，工作也
十分繁忙，一个人要照顾孩子又要
照顾双方老人。他 12 岁的儿子，
在记忆中很少有和父亲共享亲子
时光的时候。公与私的选择，总是
让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使命与任务。
但是即便如此，在孩子的眼里，他

不只是父亲，更是英雄，每每望向
父亲，儿子总是满眼的崇敬。

李长庆最不敢面对的是自己
的老母亲。他的母亲患有严重的
哮喘，一次母亲病重住院，李长庆
因特殊任务需要离开，离开时，他
甚至不敢回头看向母亲，生怕母亲
看到他眼角的泪花。

已脱下军装的李长庆，依旧保
持军人的优良传统，一身正气，一
丝不苟，还被评为兴安盟 2021 年度

“最美退役军人”。李长庆说：“我受
党和部队培养多年，我的荣誉都是
党和部队给的，我没有什么可回报
的。如今我从事纪检监察工作，那
我就一定要踏实工作、认真负责，
才不枉党和部队的教育，不辜负群
众的信任。”

赞·兴安驻军
□张洪铭

平时服务默默无闻，
应急应战冲锋在先。
党史学习忆苦思甜，
人民需要想在心间。

守边关
□闫闻

钢枪手中紧握，
心中已无小我。
铁心爱党爱国，
胸怀万里山河。

 

相依守望
□唐景超

蓝天挂满了云朵的吉祥
阳光温暖了蓝色的梦想
牧歌悠扬着草原的安详
我的心与你走向远方

 
草原洒满了绿色的希望
鲜花弥漫了牧场的芬芳
晚霞唱醉了我的脸庞
我的爱和你相依守望
我的心与你走向远方

 

送别
□朱瑞泽

月儿云朵捉迷藏
昨夜秋风扫叶忙
但见今朝升红阳
格桑花开尽芬芳

 
驼铃声声泪茫茫
告别军营返故乡
路遥不忘常来往
山水相连情绵长

党
史
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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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沈利松 贾思垚 刘天伟

清晨，某边防部队营区内，一阵急促的集合号音响起，所有人员
整理装具物资迅速出动，跋涉 400 余公里在边境一线陌生地域安营
扎寨。

驻训场上一面面红旗迎风招展，官兵挥汗如雨，响亮的呼号划
破了这片草原原本的寂静。帐篷内，优秀共产党员、某连无人机专
业技术骨干栾永韬，正在仔细讲解无人机各项技术参数，“组织让
我负责这个岗位，就是对我的信任，我们要利用此次驻训的时机练
强专业素质，真正把对党忠诚体现到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中去。”
栾永韬斩钉截铁地说。

侦察尖兵，突击先锋，首战用我，敢打必胜。驻训伊始，连队党
支部第一时间组织党员突击队、设立党员示范岗，人人当先锋、作
表率、打头阵，胸前闪亮的党徽，就是他们最好的名片。

训练间隙，官兵们把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要点式、金
句式展开热烈学习讨论，班排帐篷拉起战位横幅，人人叫响战斗口
号。骄阳似火，灼灼烈日下，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有的就是征服恶
劣环境的信心和勇气。

7 月以来，该连组织各项活动持续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官
兵知史爱党、坚定信念、强化担当。连队活动室内，退伍老兵梁跃才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召大家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练兵场
上，一场“板凳”故事会火热进行，不同环境成长起来的优秀代表结
合自身岗位畅谈感悟，通过重温入党誓词、追忆红色历史，不断砥
砺初心，接受教育。连队还深入社区参与进行“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

连队注重把党史学习教育同组织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
来，统筹展开，同步进行，在这种浓厚氛围的影响下，连队官兵训练
场劲头更足了，一个个生龙活虎，争先恐后，永争第一。

打造“一站式”退役军人服务窗口

近日，在乌兰浩
特市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一楼大厅，前来
进行就业创业咨询
的退役军人络绎不
绝。 乌 市 退 役 军 人
服务中心依托服务
窗口，为退役军人就
业创业开启了线下
服务场所，旨在打通
全市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工作的“最后一公
里”。记者 于舰勐 摄

热血男儿练兵忙

8 月 17 日，乌 兰
浩特市人武部组织基
干 民 兵 开 展 军 事 训
练，进一步检验全市
民兵建设成效，提升
民兵应对突发事件的
能力。训练中，参训基
干民兵开展单兵战斗
动作、卫生与救护、地
雷埋设与撤除、轻武
器实弹射击等多个课
目的训练，通过训练，
进一步增强了广大民
兵国防义务和国家安
全意识，切实提升了
民兵的责任感与使命
感。记者 于舰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