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邓崛峰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全体党员同志行动起来， 学党章党
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

6月23日清晨7时， 长沙理工大学图书
馆前， 该校交通学院维吾尔族毕业生党员
努尔买买提将手中的红旗高高抛出， 国旗
迎着阳光在旭日中缓缓升起。然后，他在国
旗下向全院学生党员倡议。 这是长沙理工
大学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一幕：少
数民族毕业生党员亮身份。

努尔买买提是该校维吾尔族学生负责
人，是该校交通学院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
的少数民族学生。大学4年，他没有挂过科，
获得多项荣誉和奖学金，还修读了双学位。

“各位少数民族同学，露出你的笑容、
敞开你的怀抱， 让我们成为民族团结的光
荣使者！” 在国旗下，他向学院的全体学生

党员和少数民族同学发表热情洋溢的讲
话。

同一天， 藏族学生中成绩最好的琼珍
在该校电气学院组织的学生“微党课”活动
中担任第一个讲课人。

“我从一个连汉语都讲不好的孩子到
今天能站在讲台上为同志们讲党课， 连我
自己都不敢相信……回到家乡， 我一定将
所学知识用于家乡建设， 点亮西藏的山山
水水。”琼珍以“我为什么要入党”为题介绍
了自己4年来的学习经历。

6月17日，该校物电学院回族毕业生糟
怀民举起右手，面向党旗，带领学院毕业生
党员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

据了解， 长沙理工大学2016届毕业生
中共有少数民族学生515名， 其中党员71
名，考取研究生29名，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
少数民族学生党员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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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党员倡议———

“让我们成为民族团结的光荣使者”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张杨

2016年6月24日 星期五06 政 治

湖南日报记者 贺威 段云行 通讯员 吴晔

6月15日上午，娄底市广播电视台记者黄黎
明受邀，到省广播电视台讲述一名记者如何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受到与会人员好评。

“有一个重要抓捕行动，请求配合采访！”
下午的互动还没开始，黄黎明接到娄底市公安
局紧急电话，他二话没说立即请假返娄。当天
暴雨倾盆，长沙城里堵车，黄黎明先打的赶地
铁，再赶高铁到娄底，终于在行动前赶到。

雷厉风行，随时准备出发，成了黄黎明对
自己的要求。

在娄底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部办公室，挂
着一面锦旗，是荆州市民戎先生为感谢他“路
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勇救他的女
孩而送的。

2014年1０月，黄黎明帮戎先生解救身陷传
销组织的女儿，他与同事在大街小巷连续寻找了
４个日夜无果，但黄黎明没有放弃。凭多年政法
记者的经验，黄黎明在一出租屋内发现了蛛丝马
迹。经过与传销团伙斗智斗勇，终于找到了戎先
生的女儿,并使之得到解救。此时，女儿已被传销
组织控制了102天，父女抱在一起，失声痛哭。

“18年前第一次任务，他就给人以勇敢、担
当的印象。公安工作有许多是保密的，但我们
已经将黄记者当成了好战友。” 与黄黎明相识
20多年的民警龚询志说。

从派出所到禁毒，到刑侦，再到政工工作，

龚询志和黄黎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背后，
凝聚了黄黎明为公安宣传流下的汗水。

运动鞋、运动服，无论哪个场合见到黄黎
明都是这一身装束。他扛着摄像机跟着民警跑
遍大江南北，不论清明、除夕等节假日，还是8
小时内外，一个电话，赶到现场就是铁律。

走路时， 记者见黄黎明的步伐稍显不齐。
“1月份，在广东抓逃犯，我的脚趾被犯罪嫌疑
人踩伤，到现在还痛。”黄黎明说。

因为见义勇为， 黄黎明身上已留下了4处
永久伤疤。1月份留在他左脚大拇指盖上的淤
青，还算不得伤。

2010年1月， 黄黎明在哈尔滨乘坐大客车，
整车翻滚几周，掉到了河里冰面上。黄黎明的头
部已受伤，看到早就乱成了一锅粥的车厢，黄黎
明不顾疼痛，立即组织大家抢救伤员。就在他和
大家救第四个伤员时， 车上一个散落的椅子砸
到黄黎明的左腿上。 身边的乘客正要对他施以
援手时，黄黎明勇敢地喊了一句：“我是记者，先
救别人!”他还忍着剧痛，继续抢救其他伤员。伤
员都得到妥善救治后， 黄黎明最后一个从车里
出来，才去就诊。经过医院诊断，黄黎明左胫骨
骨折，交叉韧带撕脱，全身多处受伤。车上全体

乘客在黄黎明的带领下自救及时，无一人死亡。
“虽然担心他的身体，但他就是这样一个

喜欢助人，以事业为重的人。”妻子贺丽辉说，
“儿子参加高考了，他选的也是传媒专业，是受
爸爸的影响。”

黄黎明1968年出生，随父亲在部队度过了
9年童年时光。军人的纪律观念，加上父亲助人
为乐的言传身教，在黄黎明心中播下了一颗助
人为善、追求卓越的种子。黄黎明从事新闻工
作28年来，他抓获或协助公安机关抓获违法犯
罪嫌疑人累计600多人次。

黄黎明成了全国唯一一名因见义勇为，先
后6次受到全国、省、市表彰的记者。2015年12
月，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黄黎明“全国见
义勇为英雄司机”（记者）称号。今年，黄黎明获
省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

评点：在危难现场，记者到底是做专心的
记录者、旁观者，还是履行一个社会人的责任？
黄黎明的选择， 给了人们一个明确的答案：该
出手时就出手，打击犯罪，扶危济困。只要是正
义之事,群众需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这，不
是记者职业特征的淡化， 而是职业修养的升
华。这样的记者，这样的好人，值得为他喝彩！

该出手时
就出手
———记娄底电视台记者黄黎明

� � � �黄黎明（右二）工作照。 通讯员 摄

不到20分钟
架好200米浮桥
“联合-2016”跨兵种多专业实兵对抗演练举行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
员 强天林 邹先海）6月中下旬， 国防科技大学
与南部战区某工兵团、 某舟桥团和湖南省军区
某炮兵团共投入官兵上千名， 在我省某地实施
“联合-2016”实兵演练，全面检验教学训练效
果。今天，国防科大教育长曾淳、副教育长王正
明和南部战区某部领导现场观摩了浮桥渡场开
设、机动保障、滩头阵地阵前破障等演练课题。

演练以信息化战争条件下联合作战为背
景，经过一周多的临战训练和战斗准备工作，
蓝军依托汨罗江有利地形构设防御工事，企
图固守阵地；而红军正在制定作战计划，准备
实施强渡江河行动。 由国防科大学员和某舟
桥团战士混合编成的“红军”快速扑向各自战
位，雷霆出击，实施开设浮桥渡场的行动。导

调组从实战出发，设置了防电磁干扰、防敌航
天航空侦察、抗敌火力袭扰、抗敌航空兵火力
等科目，参演官兵沉着应对，快速处置各种特
情，不到20分钟，一座长200多米的浮桥横跨
江面，天堑顷刻变通途。

炮火阵阵， 杀声撼天。 在枪林弹雨之
中，势如破竹的红军部队一路长驱直入，一
时间蓝军的防御阵地被彻底瓦解。

国防科大指挥军官基础教育学院副院长、
演练总指挥傅光明表示，此次演练遵循“实战
牵引、检验对抗，立足兵种、混合编组，信息主
导、深化联合”的总体思路，20余项演练课目融
合形成了一个真实连贯的作战过程，全体参演
学员在潜移默化的战场环境中锤炼联合作战
意识、信息化作战意识和体系作战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