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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帮村，户帮户，妯娌共奔富。脱贫手牵手，小康路
上一起走⋯⋯”5月2日，在河南省沈丘县一家生态蔬菜种
植基地，于老汉的大鼓戏节目《脱贫路上肩并肩》开演了。

于老汉名叫于存祥，因喜爱大鼓戏，人送绰号“于大
鼓”。他今年 69 岁，原来是沈丘县大于楼村的村主任。
近些年，儿女都已成家、4 亩地流转出去显得“一身轻”的

“于大鼓”，凭着年轻时的吹拉弹唱“功底”开始了个人义
演。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让乡亲们图个“乐”。从此，
老于开始走村串户，把优秀的民间传统文艺节目、非遗文
化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有一次，留福镇举办好媳妇、好婆婆和“五好家庭”表
彰会，邀请老于助演。孰料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雨。“答应
了就得按时到，不能言而无信。”“任性”的老于冒雨如约
赶到，为乡亲们上演了《妯娌俩树新风》《退彩礼》等剧目。

前不久，老于不顾身体不适到一家敬老院，上演了
《打金枝》《李豁子离婚》和自己创作的《张老汉的幸福生
活》。老人们高兴得一个劲儿地鼓掌，留他吃饭，说啥也
不舍得让他走。今年过年后短短的 3 个多月里，年近古
稀的于存祥先后到周边的尤庄、郑庄、东孙楼、大王楼等
村及邻近乡镇村庄义演 30多场次。

当地老乡开玩笑说：老于每次下乡义演时都深入一
线调查，看着像记者；与群众交谈时也传播好政策，看
着像老干部。于老汉说，这是为了多接触生活，根据自
己的所见所闻，自编自导一批“接地气”的节目。一次
在东孙楼演出时，老于得知村妇崔某将婆婆撵到村外
住，就和村干部一起做崔某的思想工作，并连夜创作了

《婆婆也是娘》，在东孙楼连续演出两场，受到“感化”的
崔某遂将婆婆接回了家。此事的圆满解决，在十里八
村传为美谈。

“天天跑得跟疯子似的，还不收演出费，所用的演出
道具都是自己掏腰包添置的，净落累，图个啥？”有人曾这
样不解地问老于。“啥也不图，就因为咱是一名共产党
员。我没啥大能耐，能让家家户户文明和睦，我就知足
了。”老于笑呵呵地说。

本版编辑 胡文鹏 杨开新 徐 达

联系邮箱 jjrbrw@163.com

大鼓新声倡文明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王向灵

孝老爱亲“00 后”
熊如杨出生于 2002 年，在安徽安庆市宜秀区大龙山

中学上初二。虽然个子不高、体型瘦弱，但面对家庭的变

故，这位“00 后”姑娘却早早承担起生活重担。熊如杨家

境贫寒，父亲熊洪进远赴内蒙古务工，前些年在工地上干

活时受重伤，不幸全身瘫痪。除了年幼的熊如杨，家里还

有她外公外婆、患精神病的母亲及有智力障碍的姐姐。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当时还在读小学的熊如杨更加

懂事，每天起早贪黑地帮忙扫地洗衣、给爸爸喂饭及端屎

倒尿等，这一坚持就是 7 年多，直到今年 2 月份父亲在饱

受病痛折磨后离世。如今，熊如杨就读的中学离家较远、

课业繁多，但她牵挂着妈妈和外婆，一有时间便回去帮忙

干家务，受到众人赞扬。去年年底，熊如杨获评为孝老爱

亲类“安徽好人”。 陈 磊摄影报道

熊如杨在整理从附近山上捡回来的柴火。

熊如杨（右）和奶奶在自家地里干农活。

熊如杨（中）在学校课堂上认真听讲。

人物小传

南海舰队航空兵某团，1968 年组建于胶东半岛，历经 4 次调防、6 次转隶、9 次换装，先后参加收复支援岛礁

等战斗，创下海军航空兵史上 7 个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该团聚焦强军目标、紧跟改革进程，围绕能打仗、打胜

仗，不断向训练极限发起冲击，率先完成多种型号水雷和导弹实弹射击，锻造成海空前哨一支重要的空中打击

力量。

南海舰队航空兵某团：

海天英雄致力改革强军海天英雄致力改革强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清晨，一架架携带某新型导弹的“战
鹰”呼啸而起奔向茫茫海天，一场近似实
战的攻防演练在某海域打响。看到多架

“飞豹”战机成功对水面和港岸目标实施
精确打击，南海舰队航空兵某飞行团团
长吴郑军豪情万丈。

这是海军南海舰队航空兵某飞行团
用实际行动践行强军目标取得的成果。
为响应改革强军伟大号召，他们正以“不
待扬鞭自奋蹄”的自我革命开展一次全
方位、立体式重塑；以一颗不掺杂质的忠
诚之心投身到改革强军的时代大考中。

锻造能与任何强大对手抗衡、过招、
制胜的雷霆“战鹰”，正是这支部队的初
心所在。作为海空前哨的重要防御力
量，这个团经常要面对各种突如其来的
敌情。一次训练中，地面指挥所突然接
到外机抵近我领空侦察的敌情通报。“对
手来了，正好练练！”时任塔台指挥员的
吴郑军当机立断，命令正在某空域训练

的战机前去拦截。接到命令，空中编队
飞行员个个热血沸腾，立即拉升高度，按
规定有效应对。几个回合较量，我方战
机赢得了主动，成功驱离。

“改革强军就是让我们牢牢牵住战
斗力这个牛鼻子。”吴郑军告诉记者，紧
紧围绕“能打仗、打胜仗”这一根本目标，
该团实战化训练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那年入冬，一次跨昼夜飞行训练，该
团飞行员蒋江涛和后舱领航员赵明月驾
驶着战机在某空域实施战术课题训练。
在战机爬升过程中，突然出现故障，座舱
漆黑一片。蒋江涛临危不乱，凭借着对
飞机座舱的娴熟记忆，与后舱赵明月密
切配合、精准处置，硬是通过“盲”操将飞
机安全地“拽”了回来。

“战鹰”早一秒升空，就多一分胜
算。为了进一步提升战斗力，该团机务
官兵也朝着精准高效保障的目标进发。

2016 年 8 月份，转战千里的该团 3

架战机，按上级命令即将投入某诸机种
合同突击演练。

“挂弹显示不正常⋯⋯”在其中一架
战机即将滑出机库前，突发故障。

紧急关头，机组并没有慌乱。时任
机务大队火控主任李克立带领机务人
员，火速判明情况，及时更换故障部件，
很快排除故障，使战机得以按时出动。

一次，一场诸兵种实弹射击演练在
某海域拉开战幕。作为此次演练的重要
空中突击力量，该团两架战机蓄势待发。

“属于复杂气象条件，建议取消飞
行。”气象部门报告。飞还是不飞？团
长、政委带着大家紧张研判。“如果战斗
就在今天打响，我们还有选择吗？”指挥
员下定决心——飞，大胆地飞！

复杂气象起飞、低空穿云⋯⋯两架
战机从不同方位梯次俯冲，锁定目标后，
导弹双发齐射。顿时，火光冲天，目标被
炸开了花。

一 切 为 了 打 仗

一支精干高效的部队必将是人员结
构更为精简的部队。改革需要放弃陈
规、丢掉积习，更意味着牺牲自我，这无
时无刻不在考验着官兵的忠诚、信念、勇
气和担当。

在部队调整改革前期，该团少数官
兵表露出了种种忧虑和不安。团政治处
干事许立天一天要接到 10 多个咨询电
话。“官兵的思想疙瘩不解开，就会心神
不宁、自乱阵脚。”这一切，团政委张冠增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面上的教育没少
搞，大道理没少讲，为什么大家不认账？”

那段时间，张政委寝食难安，一有
空，就到各个班排转悠，和官兵促膝谈
心。摸清大家的思想脉搏后，他意识到，
涉及官兵切身利益的问题，不是光动动
嘴皮子就能解决的，必须抓住“关切点”，
多措并举，综合施策。

他们梳理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军人社

会地位提高、打赢信心提升、成长成才机
会增加、福利待遇改善、工作生活条件变
好、政治生态风清气朗等6大军改政策红
利，及该团组建以来拥护支持改革的典型
事例，着重开展改革获得感专题教育。

“比思想教育更有力的是领导干部
身体力行的示范和以上率下的引导。”张
冠增说，团领导中不乏年龄快要到期、任
职年限即将到顶的人，在节骨眼上，他们
干劲不松、标准不降、斗志不减，为官兵
作出了很好的表率。

“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发扬传统、
保持本色，不管有多大困难，坚决完成任
务！”3 月下旬，在该团千里转场驻训动
员会上，带队领导、团副政委王维新的话
字字千钧。换在平时，这席话算不上“慷
慨激昂”。但此刻，官兵们却感受到了字
里行间的力度和温度。因为就在几天
前，王副政委已被确定为转业对象。团

党委正酝酿带队人选之际，王维新主动
请战：“我去吧，让我站好最后一班岗！”
驻训期间，王维新始终坚守一线，跟班飞
行没落一次，值班值勤毫不含糊。在某
重大演练任务中，他带领机务人员连续
奋战，及时发现排除飞机突发环控系统
故障，确保了战机顺利参演。

“这次改革，首当其冲的就是团长和
政委。面对个人的进退走留，两位主官
都那么淡定，更何况我们？”该团飞行大
队长王兵讲述了另一件事：今年春节前
夕，该团突然接到转场驻训命令。驻训
机场环境陌生，组训、战备压力大，而且
当时不少官兵家属都赶来部队过年⋯⋯
任务部署会上，团长吴郑军第一个表态：

“我带队飞！”大家都清楚，单位即将面临
改革，在这紧要关头，他考虑的不是自己
今后的“位子”，而是肩上的“担子”，一门
心思扑在练兵备战上，怎能不让人钦佩！

不 想“ 位 子 ”只 想“ 担 子 ”

改革强军改革强军，，首先撬动的就是思想首先撬动的就是思想。。
改革不仅仅体现在有形的成果上改革不仅仅体现在有形的成果上，，更体更体
现在无形的观念上现在无形的观念上。。观念到底改什么观念到底改什么、、
怎么改怎么改？？对于大部分在团里土生土长对于大部分在团里土生土长1010
多年的班子成员来说多年的班子成员来说，，很多规矩很多规矩、、做法做法、、
习惯由来已久习惯由来已久，，改起来并非一日之功改起来并非一日之功。。

为此为此，，他们发动官兵自下而上运用他们发动官兵自下而上运用
检讨式方法检讨式方法，，审视部队建设各方面成败审视部队建设各方面成败
得失得失，，经过系统梳理后升华为理性认识经过系统梳理后升华为理性认识。。

打仗不是一厢情愿打仗不是一厢情愿！！““双拳难敌四双拳难敌四
手手，，单打独斗是打不赢未来信息化战争单打独斗是打不赢未来信息化战争
的的。。””团党委意见高度一致团党委意见高度一致。。为弥补空战为弥补空战
中的劣势中的劣势，，该团主动找兄弟部队该团主动找兄弟部队，，开展联开展联
合训练合训练，，这让官兵们大开眼界这让官兵们大开眼界。。

解决了解决了““突破难突破难””的难题的难题，，他们又向他们又向

““打得准打得准””发起了冲击发起了冲击。。““攻击目标大家都攻击目标大家都
首选导弹首选导弹，，都觉得导弹精度高都觉得导弹精度高，，但万一没但万一没
打准怎么办打准怎么办？？””团参谋长朱建军总是喜欢团参谋长朱建军总是喜欢
钻钻““牛角尖牛角尖””，，但他说的话却引起团党委但他说的话却引起团党委
高度重视高度重视：：今天短板不解决今天短板不解决，，上了战场始上了战场始
终就是一块软肋终就是一块软肋。。

今年初今年初，，团长吴郑军带队赴外地执团长吴郑军带队赴外地执
行某专项战备任务行某专项战备任务。。以往以往，，团里都要挑团里都要挑
选经验丰富选经验丰富、、技术过硬的飞行员技术过硬的飞行员。。但这但这
一次一次，，团党委决定团党委决定，，安排部分新飞行员安排部分新飞行员
随队执行任务随队执行任务。。这次任务政治敏感性这次任务政治敏感性
强强，，对飞行员技战术水平对飞行员技战术水平、、心理素质要心理素质要
求极高求极高，，稍有差池稍有差池，，会造成难以预料的会造成难以预料的
后果后果。。

为确保圆满完成战备任务为确保圆满完成战备任务，，他们开他们开

展针对性的强化训练展针对性的强化训练，，进一步打牢新飞进一步打牢新飞
行员的基本功行员的基本功；；在实际任务中在实际任务中，，采取以老采取以老
带新的方法带新的方法，，提振新飞行员应对各种复提振新飞行员应对各种复
杂局面的信心和能力⋯⋯通过一系列科杂局面的信心和能力⋯⋯通过一系列科
学有效的防范措施学有效的防范措施，，不仅很好管控了安不仅很好管控了安
全风险全风险，，也使这批飞行员成熟了起来也使这批飞行员成熟了起来。。

尝到甜头后尝到甜头后，，该团又将这一做法应该团又将这一做法应
用到其他任务中用到其他任务中，，都非常顺利圆满都非常顺利圆满。。池池
副师长事后说副师长事后说，，““消极保安全是防不住风消极保安全是防不住风
险险、、守不住底线的守不住底线的；；越是风险大越是要向越是风险大越是要向
改革要安全改革要安全，，这样的安全才能持久这样的安全才能持久””。。

向改革要安全向改革要安全，，以安全促改革以安全促改革。。至至
今今，，该团连续该团连续 77 年未发生飞行安全事故年未发生飞行安全事故，，
连续连续 1212 年未发生严重违纪问题年未发生严重违纪问题，，为改革为改革
的顺利推进打下了坚实基础的顺利推进打下了坚实基础。。

观 念 一 变 海 天 阔

飞行员完成飞行后与心爱“战鹰”合影。

高宏伟摄

朝夕相处的战士朝夕相处的战士与战机合影与战机合影。。 高宏伟高宏伟摄摄

伟大的事业需要无数忠诚者为之奠

基。在这次国防和军队改革中，无时无

刻不在考验着广大官兵的忠诚、信念、

勇气和担当。

南海舰队航空兵某团在这次改革中

也面临着走留并撤的艰难选择，但无论

是领导主官还是基层官兵，都做到了不

计个体和局部得失，自觉服从服务大

局。他们或远离家人、异地履新，或高

职低配、交流换岗，或主动让贤、甘当

绿叶，或脱下军装、止步军旅⋯⋯在大

政方针面前，没有一人说三道四；在军

令号令面前，没有一人迟疑拖沓；在组

织决定面前，没有一人讨价还价；在纪

律规矩面前，没有一人打折变通，坚决

维护改革决策部署的权威性严肃性，以

绝对地服从体现对党的无限忠诚。

改革越是推进到关键时期，遇到的

挑战就会越多，前进的阻力就会越大。

我们要学习南海舰队航空兵某团官兵顾

全大局、勇于担当、积极作为的品格，

用实际行动支持和配合改革强军。在深

化改革的考验面前，我们应当有“苟利

国家生死以”的情怀，有“计利当计天

下利”的境界，有“功成不必在我”的

担当，像南海舰队航空兵某团的官兵一

样，自觉做到“进退走留听党的，干好

工作看自己的”。

绝对服从彰显
绝对忠诚

姜天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