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株洲市天元区人武部外景。

（本版图片均由覃琳摄）

一名“暴徒”携带刀具等凶器意欲强行
进入营区，哨兵发现情况后，立即上前阻止。
见“暴徒”未有撤离意向并要行凶后，哨兵拿
防卫工具进行自卫，同时按响了岗亭电铃。

全体官兵听到电铃声后，立即按照应急
处突预案，在预定位置拿起电棒、防暴叉、盾
牌等防身工具，迅速赶往“暴徒”所在位置，
呈防御队形进行防御和围堵。 几分钟后，“暴
徒”被成功拿下……

这是 9 月 24 日， 株洲荷塘区武装部组
织开展全体官兵预防不法分子袭击应急演
练时的场景。

切实保持部队安全稳定, 是株洲军分区
实现“育一流人才、干一流工作、创一流业

绩、建一流部队”目标的强力保障。
在株洲军分区，安全工作检查组是常设

机构，不定时对军分区机关和各县市区人武
部进行拉网式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进行
集中整治。

株洲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处长吴文静介
绍：“紧盯关键时段、 重点目标排查安全隐
患，精准制订防范措施，有力地确保了部队
的高度集中和安全稳定。 ”

此外，株洲军分区针对部分官兵思想不
稳定、人员管控难等问题，在营区内设有谈
心室，广泛开展谈心交心活动，及时解决官
兵工作生活中的难题。

依据条令条例， 规范部队管理秩序，坚

持向精细化管理要安全。 在株洲军分区，安
全保密学习教育、 风险管控和每月形势分
析、 季度通报讲评等制度被常态落实，“人
防、物防、技防、联防”设施不断完善。

同时，该军分区还针对营区内非现役人
员多、军地联系多的特殊性，围绕 17 个关键
要素、关键要害部位实现了信息监控、安全
报警全覆盖，引入枪弹智能管理系统，枪弹
收发数据实时报送。

时时紧绷战备之弦， 天天做好打仗准
备。 通过正规化建设，株洲军分区找准定位，
不断加强建设水平，进一步在创新管理上下
功夫，形成了一支“平时能应急、战时能打
仗”的高素质队伍。

“1815 线”是株洲市区通往渌口区的一
条省级国道，在它的路旁，有一处“庄严威武、
正规有序”的军事禁区，这就是株洲市民兵训
练基地。

11 月 20 日，笔者走进这里，焕然一新的
教学楼和教练员宿舍，综合训练场、心理行为
训练场、器械训练场，一应俱全；床上的被子
棱角分明、床下的鞋子整齐划一、桌子上的杯
子摆放有序……展现在眼前的是“军” 味浓
郁、“兵”味十足的功能完整、设施完善、要素
融合的民兵家园。

而在一年前， 这里还是一片基础设施破
损严重，已经不具备承训能力的“废墟”。

株洲市县两级民兵训练场地， 很长时间
里也因为数量少、要素缺、功能弱的问题比较
突出。“喊喊号子，走走步子，打打靶子”成了
这些年民兵训练的常态。

去年底， 株洲军分区决定向现有场地要
效益，按照“集中 +辅助”的基地建设路子，推
动民兵训练步入“基地化组训、正规化管理”
的轨道。

在株洲市委书记毛腾飞、 市长阳卫国的
关心支持下， 仅用了 3 个月， 一座占地 192
亩，集民兵训练、应急出动、教学组织、训练评
估、战备拉动、装备维护、国防教育、干部培训
等于一体，能同时满足 200 人规模集中轮训
需求的现代化民兵训练基地在株洲投入使

用。
投入使用不到半年， 株洲市民兵训练基

地的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水平和武装工作社会
效应，就得到了充分体现。

今年 7 月，株洲全域暴雨“汛”猛。 湘、渌
两江超有记录以来历史最高水位。 渌口区南
洲镇挽洲岛被淹，河堤决口，洪水侵袭之处，
田淹房塌，群众受困，情况十分危急。

正在株洲市民兵训练基地参加培训的全
市基干民兵应急分队接到命令，不到 40分钟
便在抢险一线完成集结， 迅速投入到装填土

方、搬运沙袋、封堵决口、转移人民群众的任
务中， 有效保障了该湘江段人民生命及财产
安全。

人员之齐，行动之快，保障有力，这也得
益于株洲军分区在训练秩序中， 强化按纲施
训，依法治训走深走实。

在株洲军分区，“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
手”等岗位大练兵、业务大比武的组织已成为
常态。并且针对驻地实际，连续 5年坚持举行
“洣水系列”实兵行动演习。 确保了所有人员
在岗知责、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围绕能打仗、打胜仗，想一
想我们做些什么；围绕支持驻

地经济发展、 维护社会稳
定， 想一想我们做些什
么；围绕推动军分区建
设开创新局面， 想一
想我们做些什么；围
绕维护官兵切身利
益、促进官兵全面
发展，想一想我们
做些什么”。 近年
来， 株洲军分区
坚持把“四个想
一想”，作为正风
肃纪、谋划工作、
干事创业的指路
明灯。

良好的形象
源于平时的严格
养成。株洲军分区
动员处处长沈松鹏
告诉笔者，近年来，

他们把抓从严治军
作为一种能力建设，

常抓不懈。
“执行条令与野战部

队一样严格， 各项秩序与
野战部队一样正规，作风纪律

与野战部队一样要求，落实制度与
野战部队一样经常。 ”在株洲军分区，

作风优良才能塑造英雄部队，作风松散
可以搞垮常胜之师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作风硬，事业成。
株洲军分区以作风建设和从严治官为抓

手， 始终坚持严抓作风建设不放松， 以践行
“责任清单、问题清单、整改清单”为主题，坚
持问题导向，注重实际效果，严肃认真地召开
党委民主生活会； 以开展“治顽疾、 纠陋
习———军人最尊崇靠什么”活动为抓手，及时
开展专题教育。 坚持领导带头，一严到底。

好的作风，要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强的
党性原则、纯洁的思想道德、严明的纪律观念
作支撑。 为此，株洲军分区制定了《规范党委
班子运行 6 条措施》，保证了各项工作按程序
制度议、按法规政策办；坚持每季度讲评一次
干部，对违纪的干部指名道姓批评，对个别问
题突出的进行问责处理。 及时传达上级通报
的案件和违纪问题， 始终坚持警示教育不放
松。

此外， 株洲军分区还选聘了 112 名来自
各行各业的基层风气监督员， 建立每月廉政
预警信息发布机制，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和“打
铁自身硬、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韧劲。

“评时”响当当，平时过得硬；表率就是担
当，行动就是引领。

在株洲军分区“党费、房租、水电费、燃气
费、伙食费”一册册账本，详细记载了株洲军
分区全体官兵，在兵员征集、工程建设、财务
等重点领域的秩序规范。

领导干部带头过好双重组织生活， 从严
落实党员干部工作和生活待遇标准， 从维护
社会稳定和军队形象的高度，强化担当意识、
责任意识，确保了军分区轻装上阵，全面建设
更上新台阶。

安 全 稳 定 有 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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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个 秩 序 ” 循 正 规

戴 鹏 欧阳权 陈 余 姚宏春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当浩渺湘江流经株洲之时，似乎对这片热

土特别眷恋。 她在这里向东大大地拐了一个
弯，才携粼粼清波，依依北去。

株洲， 这是一方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古
城， 这也是一方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
地。 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史上的创举———“支部
建在连上”在这里得到首次伟大实践；中共军
史上的第一次肃反———“湖口挽澜” 发生在这
里，毛泽东挽救了“年幼”的工农红军……无数
革命先辈在这里建功立业，用一首勇往直前的
华丽咏叹，铭刻忠贞与执著。

铿锵激昂的音符，乘着红色的赞歌，回眸
株洲军分区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到，在这
湘江河畔的军营里，官兵们深入贯彻习近平强
军思想， 把备战打仗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
点，抓思想引领、抓战备训练、抓依法治军。

通过高水平的正规化建设，株洲军分区先
后被省军区表彰为 “军事训练先进单位”、“安
全工作先进单位”，连续 3 年年度军事训练考
核总评优秀， 连续 2 年民兵调整改革工作总
评优秀。 今年 3 月，株洲市民兵训练基地、天
元区人武部入选军委国防动员部确定的“严格
落实条令，正规‘四个秩序’”试点单位。

“军分区机关虽然线条多、任务重、工作对
象主体在地方，但是解放军优良传统不能丢，当
兵打仗的思想不能松， 军事机关的战斗属性不
能淡化。 ”株洲市委常委、军分区政委周杰说，
“正规战备、训练、工作、生活秩序，正是要警醒
全体官兵提高战位意识，树牢战斗精神，时刻保
持箭在弦上的战备状态。 ”

实现强军目标，千条万条，最紧要的是确保
军队政治立场坚定，坚决听党指挥。

“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坚持政治建
军，坚持聚焦主业，坚持互促共进，扎实推进株
洲军分区各项工作和建设， 坚决完成党和人民
赋予的使命任务。 ”1月 23日，株洲军分区党委
五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株洲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株洲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毛腾飞的话掷地有声。

政治建军是根本。 株洲军分区党委始终把
坚决听党指挥、绝对忠诚可靠，作为建班子带队
伍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来抓。注重用好仪式教
育、主题活动、军营文化、网络平台“四个阵地”，
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

坚持抓部队先抓班子，带下级先强本级。株
洲军分区党委班子以落实民主集中制为根本，
针对调整改革期间部队实际，抓教育严管理、抓
机制强合力，每年落实蹲点帮建，每半年对基层
建设考察、分析、帮建一遍。

理论只有扎根官兵头脑、植根部队实践，才
能焕发出强军兴军的生机和活力。

今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部署后，株洲军分区更是认真贯彻党中央、中央
军委和习近平总书记决策指示， 坚持把主题教
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科学筹划、严密组织，上
下合力、稳步推进。

株洲军分区广大官兵充分认识到， 理论学
习教育是全党全军统一思想、 统一步调的战略
之举，是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落实到每个
支部、每名党员的有力抓手，是整齐队伍、纯洁
组织的再接力再发力，是增强组织力、托举中国
梦、强军梦的内在要求，大家参与学习教育的思
想自觉、行动自觉普遍高涨。

2017 年 11 月以来， 株洲军分区以民兵学
习宣讲活动为牵引，组织千余名民兵、100 支宣
讲小分队走进社区、学校和企业，自觉宣传党的
创新理论，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官兵维护核
心、铸牢军魂的思想觉悟不断深化。

2018 年，作为株洲市唯一典型，醴陵市人
武部学习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天天见”、“天天新”、“天天深”情况在省委
作了交流，受到军地高度赞扬。

11月 25�日傍晚， 株洲市区北风呼啸，阴
雨连绵，最低气温已经降到 6℃。

株洲军分区营区内，全体官兵应急力量拉
练和体能训练正在火热进行。三公里跑、蛙跳、
深蹲、仰卧起坐、单双杠……各项体能项目成
绩从合格到优秀，已成为株洲军分区对每一位
官兵的基本要求。

“强军兴军的最终目的就是能打仗、打胜
仗。 军分区的官兵能不能做到时刻拉得出、用
得上、打胜仗，这是当前最现实的问题。 ”面对
军分区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株洲军分区司
令员张台华认识清醒，态度鲜明。

———始终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标
准， 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 各项工作向打仗用
劲，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如果战备训练都成了花架子， 那关键
时刻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

———体力连着战斗力、 强身健体为打赢，
军分区也要想打仗的事儿。

……
一个个重要的指示、 一次次深刻的教诲，

唤起了军分区全体官兵当兵打仗、 带兵打仗、
练兵打仗的血性担当！

抓现役官兵军事基础训练，株洲军分区首
长带头参训参考，每年底在省军区组织的年终
军事训练考核中名列前茅。组织全军分区现役
干部进行军事训练半年考核，受到省军区首长
和机关充分肯定， 参考率、 合格率均达到了

100%。
抓应急力量

建设， 在株洲全市各
县区建成了市县乡村四级
应急力量体系。株洲军分区着眼“能打仗、
打胜仗”要求，探索形成了联合行文、联合督
导、联合整改、联合考评的“四联合”工作机制。
突出向行业系统和高新企业拓展编兵，编制了
75 支无人机侦察分队、 水上蛙人搜救分队等
新质力量队伍。

抓潜力调查， 株洲军分区在全省率先形成
了“以地方统计部门为主、 国动委办事机构为
辅”的国防动员潜力统计调查方法，并在中南五
省得以推广。 充分利用地方信息平台和互联网
大数据，将动员潜力、兵役登记、民兵整组和军
事设施保护融入指挥城市体系，在精细透明、数
据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中提高工作效率。

抓兵员征集工作， 把为部队输送高质量兵
员，作为助力强军目标的基础工程来抓，创新方
式方法，抓好兵役登记、征兵宣传、体格检查等各
个环节，连续多年实现“零退兵”。

坚 定 初 心 固 根 基

聚 焦 主 业 强 本 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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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②

④荷塘民兵在抗洪抢险。

③模拟射击仿真室。

②网络学习教室。

①株洲民兵演练。

株洲军分区办公大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