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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封德

“东生啊，天气预报说这几天还
有雨，你赶紧通知咱村的叶宜芳，让
他做好猕猴桃地的排涝准备……”
7 月 29 日早饭后，在去往村部的路
上，西峡县西坪镇后塘沟村党支部书
记李定均拨通了四组组长任东生的
电话。

位于河南、陕西交界地带的后塘
沟村，是该县未出列的 3个深度贫困
村之一。今年 64岁的李定均在村党
支部书记的岗位上已经干了 37年。
这位中等身材、略显消瘦、头发斑白
的后塘沟村“老班长”，言行中流露出
军人的果敢和刚毅。“我 1975年高中
毕业后入伍，在部队入党，当过副班
长和一炮手，还获得过两次嘉奖呢！”
回忆起当年的部队生活，李定均颇为
自豪。

在脱贫攻坚这个没有硝烟的战
场上，昔日军营里的“老班长”依然保
持着冲锋的姿态。

“十里九山难见田，谷深坡陡行
路难”是后塘沟村的真实写照。2016
年，该村还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50户
143 人。李定均带领村组干部一户

一户研究脱贫方案，制定了“后塘沟
村脱贫攻坚路线图”，挂图作战。

“老叶啊，咱们这儿的土质、气候
适合种猕猴桃，要不你家带个头，准
保收成好！”2016年 12月的一天，坐
在贫困户叶宜芳家的床沿上，李定均
和他拉起了家常。在李定均的鼓励
下，叶宜芳开始种植猕猴桃。“树苗、
喷管、水泥杆都是支书给协调来的，
今年收入个 1万多块不成问题！”如
今，站在地头，叶宜芳指着果实挂满
枝头的猕猴桃棚架，脸上绽放出喜悦
的笑容。

贫困户孔繁强家 6 口人靠种植
香菇生活。今年春节过后，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全家为买不到木屑愁得
坐立难安，他们的烦心事李定均看在
眼里、挂在心上。2月 12日下午，李
定均联系的陕西木屑准时送到了孔
家院子里。“李书记就是及时雨，解了
俺的大难题！”孔繁强感激地说。

“村里现有10户 19人未脱贫，贫
困发生率为 2.78%，今年我有信心让
贫困户全部出列！”在“七一”前举行
的全县村党支部书记大比武擂台赛
上，李定均的演讲掷地有声。在阵阵
热烈的掌声中，他也收获了“优秀党
支部书记”的荣誉。③8

□本报记者 王绿扬
本报通讯员 赵新颜 翟京元

2015年 9月 3日，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阅兵式上，某新型轰炸机首次
亮相，在全世界瞩目中，机群米秒不
差飞过天安门广场，而该梯队的长机
武控员，就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
部武器控制科科长李芝伟。

今年 48岁的李芝伟出生于新乡
县小冀镇。1991年，自小喜爱飞机、
向往蓝天的他，在老兵父亲的影响下
从新乡县翟坡中学招飞入伍，后被分
配到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在
部队，他苦练精飞，在同批人员中第
一个放单、第一个执行重大任务，很
快成长为团队的骨干，练就了过硬的
身体、业务素质和处变不惊的强大心
理素质，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战机
领航员兼武器控制师。

2010 年，该部率先装备了某新
型轰炸机。这种轰炸机信息化程度
高、航程远，对驾驶者的耐力、反应力
和文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当时
李芝伟已年近40，有人劝他继续去飞
原来的机型，但他不同意。

“要飞就飞最好的！”他暗下决
心。为了能够掌握战机性能，李芝伟

“铆”在改装一线，每天飞机座舱、学
习室、宿舍“三点一线”，熟记上千个
性能数据，默画 100多张座舱图；为
了提高耐力，跑步、单杠、杠铃成为他
每天的必修课。两个多月后，顺利完
成改装任务的他成为该新型轰炸机
首批武器控制师。

“金飞镖”，代表着中国空军飞行
人员突击突防能力的最高水平，也是
李芝伟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誉。

“‘金飞镖’比武中，要从数千米
的高空之上，将炸弹准确击中仅有数

平方米大小的目标，这就好比将足球
从球场的一端踢中放在另一端的火
柴盒。”他说。

为了练就一击制敌的过硬本领，
每次训练中，李芝伟研透联合作战制
胜机理，快速研判、稳定跟踪、准确操
控；他常常通宵达旦，钻理论、背数据，
一有时间就缠着老同志请教……凭借
这种往难里练、往苦里练的精神，他和
他的团队两次荣获“金飞镖”奖。

“圈、画、选、量、算、标”是武器控
制师领航作业的必备技能，对地图了
解得越详细，就能飞得更远、打得更
远。每晚，李芝伟都要摊开地图，熟
悉每个城市、山脉、河流，把祖国山河
刻在心中。

迄今为止，李芝伟累计飞行数千
小时。多年来，他在家的时间很少，
孝敬双亲的日子更是屈指可数。李
芝伟说，自己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
离不开家人的支持和付出。

为了更好地发挥领头雁和“大教
官”作用，已是副师级的李芝伟仍坚
守在武器控制科科长岗位上。“作为

‘强军精武河南兵’的代表，有家乡人
民的关怀，有强大祖国作为后盾，我
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守好祖国南
大门、‘祖宗海’，在钟爱的事业中继
续远航。”李芝伟坚定地说。③4

争做 河南人
强军精武河南兵

李芝伟：挽弓千里射天狼

深山里的“兵支书”

7月 30日，武警第一机动总队驻
豫某支队紧抓夏季训练黄金期，组织
官兵进行强化训练，淬炼过硬军事素
质，为官兵遂行多样化任务打下基
础。⑨6 王铮 蔡霖伟 摄

□本报记者 李凤虎

第 74集团军某旅六连是一支传承
红军血脉、敢打硬仗的英雄连队，先后被
国防部和中央军委授予“硬骨头六连”和

“英雄硬六连”荣誉称号。
“硬骨头六连”共有河南籍官兵 12

名，11人是“90后”、1人是“00后”，分别
来自周口、南阳、漯河、平顶山等地。八
一建军节前夕，记者走近他们，探访锻造

“硬骨头精神”的力量所在。

硬在理想信念坚定如初

24岁的王开是周口项城市人，入伍7
年，现在是连队驾驶员大组长。身高1.8
米，身手敏捷，这是记者对王开的印象。

“我参加过九三阅兵、国庆70周年
阅兵，在国庆70周年阅兵战旗方队中担
任擎旗手。当我擎举‘英雄硬六连’的战
旗经过天安门时，内心无比激动和自
豪。”王开说，“一面战旗就是一部史诗。
作为新时代的‘接旗人’，我们将牢记初
心使命，崇尚荣誉、建立功勋，为实现强
国梦强军梦贡献力量！”

六连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
援朝战争等洗礼，参加战役战斗161次，
涌现出刘四虎、尹玉芬等一批“特等战斗
英雄”。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六连官兵不
仅个个通晓连史，人人都是连史馆解说
员，而且每个排每个班都以这些英雄的名
字命名。遇到困难，我们就会想想这些

‘老班长’当年如何英勇无畏、坚韧不拔，
就增强了攻坚克难的勇气。”王开说。

记者走进“硬骨头六连”的荣誉室，
感觉瞬间被一股无形的“硬”磁场吸引。
一面面锦旗、一幅幅照片、一个个战例、
一件件实物，历史在这里回响：在161场
战役战斗中留存下来的 161枚大小弹
壳，铸就了一座“硬骨雄风”群雕，“特等
战斗英雄”刘四虎英模形象巍然屹立，他
是“硬骨头精神”的丰碑。

赵云隆是一名“00后”，今年20岁，
商水县人。“我从小就有当兵梦想，所以
上完大专参军入伍。”赵云隆说，“我的身
体条件比较好，在车站接兵的时候，被班
长一眼看中，选到了‘硬骨头六连’。”

“新兵下连第一天，我就学习了连
史。连队的光辉历程让我心潮澎湃，英
雄事迹让我无比感动。‘硬骨头精神’，第
一天就印在我心里。”赵云隆说。

坚定的理想信念铸就了连队的“硬
骨头精神”，刻入了一茬茬官兵血脉灵
魂。六连大力传承红色基因，每当新兵
入伍、干部任职，做的第一件事是参观连
队荣誉室，读的第一本书是连队英雄史，
喊的第一句口号是连队战斗誓词。

今年 1月 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硬
骨头六连”全体官兵回信，勉励他们牢
记强军目标，传承红色基因，苦练打赢
本领，把“硬骨头精神”发扬光大，把连
队建设得更加坚强。“习主席的关怀让
官兵们备受鼓舞。我们将习主席的殷
切嘱托转化为投身强军实践的不竭动
力，做听党话、跟党走的‘硬骨头’战
士。”指导员冯杰立下誓言。

硬在练兵备战矢志打赢上

六连以敢打恶仗、硬仗威震敌胆，历
经战火洗礼。六连官兵始终把军事训练
摆在战略位置，不断提升打赢能力，坚持
把练兵备战推向深入。

25岁的杨会彬是六连排长，老家在
郸城县，军校毕业后到了六连。“勤学带兵
本领，苦练打仗技能，投身热火朝天的练
兵场，让我实现了人生跨越。”杨会彬说。

杨会彬告诉记者，六连的“硬”，是战
场上打出来的，是赛场上拼出来的，是训
练场上练出来的。“有一次，排里个别战
士打靶不合格，全排战士从靶场匍匐爬
回连队，有400米距离。我们对照实战

标准开展极限训练，不断给‘硬骨头’加
钢淬火，让‘硬骨头’越练越过硬。”

24岁的李志豪是太康县人，入伍6
年，因射击成绩突出，现担任全旅射击教
练员。“在六连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优秀
成绩算起步，破了纪录才算数’。六连按
照实战要求主动提档加压，坚持组训施
训源于大纲、严于大纲、难于大纲，训练
强度比他人多出一成、考核标准比大纲
抬高一级，把招法练到极致，让本领突破
极限。”李志豪说。

六连历史上以战备思想硬而闻名全
军，总结的“三分四定”被写入条令、成为
全军规范。近年来，无论形势如何发展，
连队始终把战备教育融入日常，把战备
制度变成习惯，把战备规范抓到极致，探
索研练出10余个新型课题，推动了连队
备战水平快速提升。

去年，上级不打招呼临机拉动旅队，
六连第一个到达指定位置，人车物编组分
毫不差，比规定时间提前近半小时，创造
了全旅紧急出动的新纪录。

在六连门口公示栏上，常年贴着一张
军事训练纪录表，时刻提醒官兵保持赶超
与领跑的姿态。“宁要暴风骤雨中的良好，
不要风平浪静的优秀。”这是六连官兵常
说的一句话。

硬在顽强作风铁纪上

24 岁的王一村是汝州市人，是六
连一排一班班长。2018 年，他带领一
班战士参加集团军岭南尖兵比武，获得
综合第一，越野尖兵、越障尖兵两个单
项第一。

王一村说，立夏时节，粤东某海域一

场合成营进攻演练激战正酣。眼看防线
将被突破，他迅速集结官兵奋起阻击，有
的战士被荆棘刮破了脸、划破了手，不顾
血淋淋的伤口依然顽强抵抗，硬是将对
方牢牢堵在核心阵地前。

“皮肉掉了可以再长，阵地丢了哪里
去找！”王一村说，伤疤就是军功章，是军
人用汗水甚至鲜血铸成的。敢于拼杀、
敢于刺刀见红是连队的光荣传统，也是

“硬骨头精神”的最好体现。
“硬骨头精神”的“硬”，硬在血性，硬

在作风，硬在铁纪上。走进六连排房，记
者随手打开一个背囊，里面大到帐篷小
到针线，战备物资一应俱全。

王一村说，在六连，战备哨音就是战
斗号令。一次战备拉动，六连官兵不喊
口令就能临机完成小组划分、集合、领取
物资等行动，让一旁检查组人员啧啧称
赞。哨音对六连官兵来说就像摩尔斯代
码，音调的长短都有一个特定的指挥号
令与之相对应，久而久之连队官兵凭长
短不一的哨音就能准确完成各种行动。

“枕着敌情睡觉、时刻准备打仗。”
“硬骨头六连”官兵几十年如一日，始终
保持上铺鞋尖朝里，下铺鞋尖朝外，随时
准备去战斗。

大到抢险救灾、实兵演习，小到险难
课目训练示范、陌生地域实弹射击，六连
官兵始终冲锋在前、从不畏惧。

2019年，六连被陆军表彰为“践行
强军目标标兵单位”；今年5月，连队被共
青团中央、全国青联表彰为“中国青年五
四奖章集体”。新一代六连人已接过前
辈的战旗，“硬骨头精神”正在焕发时代
光芒。

谈及连队的河南籍官兵，连长赵松
高度评价：“河南兵在六连占比较高，他
们为人踏实质朴，训练认真刻苦，勇于拼
搏、敢于较真，个人能力和素质高，均是
连队的业务精英。”

在六连的河南籍官兵，还有来自方城
县21岁的王帅、开封市祥符区23岁的张
春阳、临颍县24岁的腾永闯、柘城县25
岁的周祥磊、桐柏县27岁的门琳川……
在新时代强军兴军精武兵阵里，在迈向建
设世界一流军队征程中，河南兵用血肉之
躯共同铸就共和国的钢铁长城。③9

坚守初心砺硬骨
——走访第74集团军某旅“硬骨头六连”河南籍官兵

李芝伟在训练中（受访者供图）

海上实战化训练海上实战化训练⑨⑨66 李彬李彬 摄摄

□谭勇 周强 刘涛 李进 郭伟航

“地质八队到了！”如今驻马店市，
公交车站牌依然保留着“地质八队”这
一站。“地质八队”是省地矿局第五地质
勘查院（以下简称“地勘五院”）的前身，
扎根驻马店市的地勘五院就这样深深
融入了天中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中。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接
政府需求，强化深度对接，深挖技术潜
力，提供地学支撑，巩固服务阵地。”省
地矿局党组书记、局长郭轲鲜明提出地
勘五院的发展定位，借助技术优势和专
业优势，组织精兵强将，在地质灾害治
理、矿山环境整治、生态环境规划、地质
文化村建设等方面为地方经济发展提
供全方位的地学支撑，探索提供一揽子
地质服务方案。

“作为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技术
支撑单位，秉承‘服务政府、服务社会、
服务市场’的理念，地勘五院通过不断
提升技术水平，创新发展模式，为地方
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为社会创造经济效
益，为市场提供地矿解决方案。”地勘五
院院长任军旗说。

地质工作服务政府需求

“地勘五院在驻马店市经济发展过
程中，起到了强力的助推作用和支撑作

用。”7月30日，驻马店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调研员闫建新给予高度评价。地勘
五院数十年如一日扎根天中这片沃土，
驻马店也成为地勘五院传统的项目基
地，受到了当地政府的充分肯定。

河南省自然资源系统露天矿山集
中整治百日会战，泌阳县是典型突破试
点，地勘五院积极配合当地自然资源部
门进行矿山资源整合与绿色矿山建设，
为全省露天矿山综合整治提供了示范
和样板。他们承担了泌阳县多个矿产
资源整合项目，开展了该县五个饰面花
岗岩的储量核实、开发利用方案、绿色
矿山建设、价款评估等系列工作，目前
已查明资源量可供矿山开采近 20年。
项目勘查成果为地方政府矿权挂牌出
让奠定基础，采矿权挂牌出让成交价格
15.39亿元。

该院主动贴近政府需求，服务向多
专业、跨行业不断升级。对接环保部门
治理需求，编制驻马店地下水、土壤污
染调查评价项目实施方案，4个项目首
次入选生态环境部国家项目库。作为

全省国土资源系统中唯一一家科研单
位，承担由省生态环境厅等8部门联合
开展的“千名专家进百县帮万企”活动，
担任其中石油开采和加工、有色金属采
选两个行业的省级层面技术总负责，切
实为企业加快绿色发展“把脉问诊”。

结合我省开展“乡村规划千村试
点”契机，地勘五院在新蔡等地探索地
质工作融入“多规合一”的发展模式，同
时紧紧抓住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契机，积
极为驻马店及郑州周边高铁、高速公路
和市政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工程
勘察服务。

全力服务生态环境建设

几年前的驻马店市西部山区，新阳
高速公路西侧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个废
弃的露天采矿坑，胡乱堆放的矿渣和摇
摇欲坠的危岩随处可见。经过治理后，
该区俨然一处山清水秀的宜居家园。

新蔡—泌阳高速沿线矿山地质环
境恢复治理工程（一期和二期）均由地
勘五院负责设计。此外，他们还开展了

石武客运专线（驻马店段）、确山县秀
山、泌阳县高邑等矿山生态环境修复工
程,共治理破坏面积55万平方米，治理
区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社会生态效
益显著。

在遂平县，地勘五院找准政府和
企业需求，促进政府和企业联姻，与驻
马店市公路局联合承担遂平县花庄镇
小丁山遗留尾矿综合修复治理工程。

“项目既修复了矿山生态环境，又解决
了 107国道改扩建工程的部分石料需
求，为遂平县增加 140多亩耕地指标，
社会、生态、环境、经济效益显著。”地
勘五院副院长狄艳松说。目前，遂平
这种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治理模式，已
成功在泌阳进行复制，今年六月实施
了泌阳县高邑乡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恢复治理工程。

他们承担了驻马店市北泉寺周边
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治理规划设计，合同
额 497.35万元，为地勘五院近年来最
大的规划设计项目；与驿城区政府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成立了合资公司，在矿

山环境治理和固体废弃物综合开发利
用领域开展全面战略合作；与驻马店市
及确山县人民政府达成合作意向，并编
制驻马店市中心城区西部废弃矿山生
态修复治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规划，拟将约 16平方公里范围规划打
造为田园综合体。

地勘五院还与驻马店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组建合资公司，重点围绕地热
资源的开发及利用开展工作。同时，开
展了河南省平舆县岩溶热储地热资源
调查、新蔡地热勘查、确山浅层地热能
勘查开发等项目，预期提交地热流体可
开采量8000立方米/天（292万立方米/
年），助力驻马店市清洁能源事业发展。

“通过驻马店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治
理项目运作，我们以参股入股的方式，
在承揽全县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工作，增大单位项目规模的同时，开启
了服务地方政府的新模式，实现了由打
工方向投资方、乙方向甲方的转变。”任
军旗认为，此举为建立稳定产业，实现
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路径。

地灾防治彰显民生情怀

作为驻马店市等地地质灾害防治
技术支撑牵头单位，今年汛期前，地勘
五院选派水工环技术骨干组成 6个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组，无偿开展汛期地质
灾害排查，查清了驻马店市多个县区的
汛前地质灾害隐患。

按照“预防为主、避让与治理相结
合和全面规划、突出重点”的地质灾害
防治原则，结合驻马店市地质灾害分布
特点，地勘五院确定了地质灾害风险识
别、监测预警、风险管控、综合治理的排
查思路，以不留死角、重点突出为排查要
求，对本次工作范围内所有地质灾害隐
患点进行排查，对驻马店市西南部等地
质灾害易发区进行重点核查。

据了解，他们在驻马店市驿城区、
泌阳县、确山县、遂平县、西平县等地，
排查面积12864平方公里，累计调查路
线达 2400公里，完成了泌阳县象河乡
陈平村陈平沟泥石流等 4处省级大型
地质灾害隐患点汛前排查工作，同时，
他们还按照规范核销了27处地质灾害
隐患点，降级15个，确定217处有威胁
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并逐一制订应急预
案，包括预警措施、地质灾害监测人及
避险路线，保障了1360户共6800余人
的生命财产安全。

助推天中经济迈向新台阶
——省地矿局第五地质勘查院服务驻马店市经济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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