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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 河南人
强军精武河南兵

□本报记者 王斌

沉着冷静、反应敏捷，可以狙杀敌指
挥官于几百米之外，这是影视作品中的狙
击手形象。7月 28日，在东北某特战旅，
记者就见到了一位现实中的狙击手——
来自商丘的神枪手卢雪礼，他现在是该特

战旅的狙击手教练。
初见卢雪礼是在训练场上。这位面色

红润、身材结实的河南小伙，话不多，今年32
岁的他已经在特战旅当狙击手教练5年了。

卢雪礼 2005 年入伍。刚来部队时，
他在侦察连当侦察兵，2008年 3月参加了
沈阳军区的比武，比武前改练的狙击手。
2013年他来到了目前所在的特战旅。

“当特种兵是我的梦想。从新兵开始，
我每天都会在部队还没吹集合哨时，就起
床跑5公里，等到吹集合哨后再跟大家一起
跑，当时就觉得自己赚到了。”卢雪礼说。

夏天，顶着炎炎烈日，在野外进行狙击
跪姿训练时，卢雪礼一跪就是半小时，跪到
后来身体都麻木了。冬天，冒着零下三四十
摄氏度的严寒训练，等子弹打完，手都冻僵

了。训练虽苦，他却很认同这种严寒中的
训练，“在寒冷地区当兵，冬天打不了枪，就
打不了仗，这是实战需要，也是基本功。”

不只苦练，更要巧练。2008年6月，沈
阳军区组织了奥运安保主题的集训。“有个
项目是负重25公斤跑6公里。一开始我跑
不下来，后来我就偷偷给自己加训，把6公
里分解成 6个 1公里去跑，慢慢就跑下来
了。当时训练的合格成绩是28分钟，我的
成绩提高到24分钟时遇到了瓶颈，于是我
就把背囊装到35公斤进行训练，再换成25
公斤后，速度就快多了。”卢雪礼回忆道。

天道酬勤。2008年，沈阳军区组织猎
人集训，由于卢雪礼各项成绩突出，连队
推荐了他，而他也不负众望，在选拔队员
考核中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雪礼没事儿喜欢自个儿琢磨。对一
个表尺最远射程 800米的狙击枪，他会思
考能否使最远射程达到 900米，琢磨如何
计算弹道高才能打得准，然后在训练时一
点点修正，直至命中目标。”与卢雪礼同为
狙击手教练的韩昆说。

“这也是与实战接轨，在实战中敌人
不可能永远在你的理想射击距离之内。”
卢雪礼接过话茬。

当兵十几年，卢雪礼获得的军功章不胜
枚举：2013年被解放军四总部评为“全军爱
军精武标兵”，荣立一等功；2014年因射击比
赛成绩突出，荣立三等功；2015年被沈阳军区
评为“强军目标标兵个人”，荣立一等功……

“成为一名狙击手，我不后悔，现在我
的角色有了转变，由狙击战士转变为一名
教练，肩上的责任更重了，我会再接再厉，
为国家培养更多的特战尖兵。”卢雪礼说。

训练场上，狙击手们的枪声此起彼
伏。阳光照在训练场的草地上，军旗迎风
飘扬，好一派风卷战旗的图景。③9

“老兵之家”的西墙上，6平方米见方的
展板上印着入党誓词，鲜红的字体格外醒目。

武玉江带着老兵们，经常站在党旗前重
温入党誓词，组织“退伍军人大讲堂”，讲述入
伍时的光荣历史，追寻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老兵之家”咋管？武玉江把全乡 31
个行政村划分为5个“战区”，每个“战区”设
立分会；每个行政村设一个队，并制作一面

队旗。这样，由乡、“战区”、行政村到每个
退伍军人，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管理网络。

“不仅有效帮助老兵解决生活中遇到
的各种难题，还可以为乡村社会管理服务
增添新的力量。”武玉江这样评价自己的

“管理模式”，“不要忘了，我们的名字叫老
兵，我们的‘职务’是党员！”

“‘老兵之家’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是

退伍军人的楷模。”曾先后两次走进“老兵
之家”的开封市委书记侯红评价说。

在西姜寨乡开展环境治理中，每天主
动打扫道路的群众，退伍老兵占了40%。

在全乡河道清淤改造过程中，退伍老
兵义务投入劳动力 2600 人次，挖掘土方
1100立方米，清除垃圾杂草660立方米。

3年时间，老兵参与调解民事纠纷206

起、平安巡逻1200多人次、政策宣传102场。
舞台已不同，本色永不改。“老兵之家”

的1236名退伍老兵，把“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化作对社会事业满腔热情的具体行动。

“暑假结束前，又有30多所中小学向‘老
兵之家’下了进校宣讲‘订单’。”这个数字武
玉江很是自豪，“‘储备’的国防教育宣传员
突破300人了，老兵的‘舞台’大着哩！”③6

卢雪礼:弹无虚发神枪手

“我们的名字叫老兵，我们的‘职务’是党员”

“不愿闲着，心里头总惦

记着这群老兵。”7月 27日，头

发斑白、精神矍铄的武玉江坐

在自家老院子里告诉记者。3

年前，已经 65 岁的他让自家

老院有了一个新名字——“老

兵之家”。

“老兵之家”位于开封市祥

符区西姜寨乡西姜寨村。武玉

江也曾是一名老兵，2011年退

休前，任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政

协副主席。

“老兵之家”这个“大家庭”

有多大？全乡共有 1236名退

伍军人，其中党员761人，在职

村干部 70人。“他们都经历过

部队的锻炼与洗礼，发挥老兵

的党性和纪律性，成为乡村振

兴的中坚力量。”武玉江说。

“年龄可以老，老兵思想永远不能老”□本报记者 童浩麟
本报通讯员 桑涛 琚青青

“退伍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脱下军装，他们依然是最可爱的人。”武玉
江说。

一件小事让武玉江成了家乡老兵的
“知心人”。

2015年 5月，因兵龄换算错误，乡里
65名老兵每人每月少发10元补贴金。有
人找到了住在郑州的武玉江。武玉江第
一时间赶回老家，与有关部门沟通，很快
帮大家把该发的补贴金要了回来。

“这件事对我触动太大了。”武玉江觉
得他不能再在家闲着了，“老兵应该有个
维护权益和实现个人价值的平台。”

“年龄可以老，老兵思想永远不能
老！”武玉江说。他决定建一个退伍军人
活动场所，为全乡老兵找到思想上的

“家”。
这一想法得到西姜寨乡党委的认同。
建哪儿、咋建、咋管？“老兵之家”的选

址建设、运转资金、组织管理，一个个难题
摆在武玉江眼前。

没地方建场所，武玉江想到了自家老
院；没启动资金，武玉江拿出了自己多年
的积蓄。

“把院子捐出来，咱以后回老家住哪
儿？”瘫痪在床24年的老伴儿一再质问。

“作为丈夫，我会对老伴儿负责，去哪
儿一定会带着她。”执拗的武玉江说，“作为
一名党员，要为党奉献终身；作为一名老
兵，现在战友们需要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从2016年 4月到 2017年 10月，武玉
江用了一年半时间和 20余万元的积蓄，
终于把“老兵之家”建了起来。

成立当天，就有 68名老兵“涌进”了
“老兵之家”。

今年已经 93岁的抗美援朝老兵王安
邦在家人搀扶下走进了“老兵之家”。抚
摸着一幅幅老兵们入伍时的老照片，王安
邦流着泪说，“我可找到‘家’了！”

“我不能给老兵抹黑”

武玉江是“老兵之家”的主心骨，老兵
们亲切地叫他“老班长”。

在“老班长”的带领下，“老兵之家”的
老兵有了“五大员”：国防教育宣传员、扶
贫攻坚战斗员、平安稳定维护员、树木养
护管理员、环境卫生宣传员。

69 岁的蒲红生，退伍前在某集团军
高炮团，曾荣立三等功。这些年，由于家
里负担重，老蒲一直很消沉。得知这个情
况，武玉江和“老兵之家”其他成员一起，

积极帮蒲红生脱贫。
脱贫后的蒲红生，主动当起环境卫生

宣传员。“我不能给老兵抹黑！”蒲红生说。
为了村里的环境卫生，每天凌晨三四点，老
蒲就起床收拾村里的垃圾。今年年初，在
全乡推选年度优秀共产党员时，村党支部
书记跑到乡党委书记办公室力荐老蒲。

凌绪勤，1970 年入伍。因生病不能
完成自己的栽树任务，便让家属用三轮车
拉着他到现场，“我不能干了，就让家属替

我干吧。”
62 岁的吴文增，曾参加对越自卫反

击战。战斗中，他捆着 6颗手榴弹，顶着
猛烈炮火，炸毁敌人碉堡为部队开路，荣
立一等功，被老兵们称为活着的董存瑞。

“他的壮举太让人敬佩了！”武玉江说，
“国防教育宣传员，吴文增当之无愧！”

3年时间，和吴文增一样有过英勇战斗
经历的100多位老兵，到开封、郑州的中小
学为5万多名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老兵之家’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7月 31日，中原大地烈日炎炎，在武警某部第八支队综合训练场，由十多名女兵组成的特勤班正全副武装进行演练。练战术、练体能、练格斗……这群女兵凭借着敏捷的身
手、过硬的胆识以及高超的技艺被人们称为“当代花木兰”。⑨6 王铮 蔡霖伟 摄

本报讯（记者 王映 通讯员 段利梅）7月31日14时，随
着技术人员陆续打开注气井场阀门，位于濮阳县文留镇的中
国石化文23储气库项目（一期工程）实现全面投产注气。

文23储气库是国家“十三五”重点建设工程，设计总库
容104亿立方米，一期工程设计库容84亿立方米，是我国中
东部地区最大的储气库。文23储气库地处中原腹地，承担
着华北地区天然气应急调峰、市场保供的重要任务，可为榆
济管道、中开管道、鄂安沧管道、新气联络线、山东南干线等
多条长输管道的平稳运行提供服务和保障，在改善大气环境
质量、能源使用结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意义重大。

文23储气库自2017年5月19日正式开工建设，在全体
参建人员的不懈努力下，实现了工程建设提前一个月完工，未
发生一起安全环保事故。3月8日，该项目首座丛式井场注气
成功，目前8座丛式井场全部注气，日注气量最高达1500万
立方米，管道运行实现200天突破15亿立方米目标。

“文 23储气库在建设过程中坚持科技创新，取得多项
成果。”中石化中原储气库有限责任公司有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该项目首次采用预埋地脚螺栓安装压缩机，首次采
用细丝埋弧自动焊接工艺，填补了国内储气库地面工程建
设的空白，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濮阳是中原油田总部所在地，油区地下具备建设储气
库得天独厚的条件。据介绍，中国石化将在濮阳规划新建
4个储气库，打造体量巨大的中原储气库群，为国家能源安
全提供新的保障。③5

为国家能源安全提供新保障

中国石化文23储气库
全面投产注气

（上接第一版）
随后，习近平向获得“强军先锋飞行大队”荣誉称号的

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一大队、获得“航天报国模范地面站”
荣誉称号的 63798部队地面设备站、获得“科研为战先锋”
荣誉称号的63837部队某室，分别颁授奖旗。

授称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习近平同获得荣
誉称号的个人和单位代表集体合影。

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升民，以及军
委机关各部门领导，驻京大单位副战区职以上领导，各军
兵种、军事科学院、武警部队官兵和文职人员代表等参加
仪式。

习近平向获得荣誉称号的个人颁授奖章和证书
向获得荣誉称号的单位颁授奖旗

□人民日报评论员

增强信心、保持定力、坚定底气，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

事情，是我们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

7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科学把握我国经

济发展长期大势，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

济工作，既指明“怎么看”、又明确“怎么办”，鼓舞和激励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主动作为，着力办好自己的事，

奋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今年以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坚决贯彻党

中央决策部署，打好三大攻坚战，适时适度实施宏观政策逆

周期调节，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半年，我国经济大盘

“稳”、结构调整“进”、新旧动能转换“亮”、消费升级空间

“扩”，经济运行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同时，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在发生深刻而

复杂的变化，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随着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深入推进，各项重大改革开放举措

和宏观经济政策效应持续显现，强大国内市场潜力将进一

步释放，加上应对风险挑战的政策储备仍然充足，我们更

有信心和底气做好当前经济工作。

从长期看，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具备充足支

撑条件。我国有近 14 亿人口，9 亿劳动力，1.7 亿受过高等

教育和拥有技能的人才资源，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1

亿多个市场主体，这是巨大资源潜力；我国经济增长主要

靠内需拉动，今年上半年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

过了 60%，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在继续巩固，这是强劲内生动

力；去年“三新”经济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16.1%，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分享经济等为代表的新动能不断壮

大，这是蓬勃发展活力。事实充分表明，我国经济韧性好、

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

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没有

改变也不会改变。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们走过了不平凡的路程。在新

的征程上，我们既要坚信中国的发展前途光明，又要充分

认识道路曲折、困难很多，必须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打好防范

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

略主动战。要看到，我国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新动能加

速提升，发展协调性持续增强，增长持续性不断集聚，为应

对外部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较大的腾挪空间。还

要看到，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扎扎实实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在埋头苦干中增长实力，在改革创新中挖掘潜

能，在积极进取中开拓新局，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

信心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的坚强领导，有改革开放以来持续高速发展积累的雄厚物质

技术基础，有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和充足的政策空间，万众

一心、众志成城，开拓进取、攻坚克难，中国经济航船就一定

能够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坚定信心，
着力办好自己的事
——论做好当前经济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