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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骨头精神” 的“硬”， 硬在血
性， 硬在作风， 硬在铁纪上。

“硬骨头六连” 荣誉室陈列着一柄
拼弯的刺刀。 刺刀的主人叫刘四虎。
1948 年 2 月 28 日， 六连参加了瓦子街
战斗。 刘四虎先后拼杀 7 个敌人， 身中
11 刀， 昏迷十多天才醒来。

昔日的战火硝烟已经散去， 但刺刀
见红、 有我无敌的血性却化为连队血
脉， 融为一茬茬官兵的红色基因。 今
天， 新时代的“硬骨头六连” 依然充盈
着战争年代的那种一往无前的倔劲、 拼
劲和韧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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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纪律性， 革命无不胜， 铁的纪
律是我军打胜仗的根本保证。 “硬骨头
六连” 坚持开好两个组织生活“例会”：
干部调入调出， 召开提建议、 送诤言的
“接风洗尘会”； 完成重大任务取得成
绩， 召开查不足、 找短板的“庆功揭短
会”。 去年， 新任连长赵松上任的“接风
洗尘会” 就开了 4 个多小时， 同志们提
出的批评建议个个辣味十足， 让人红脸

出汗。
平时情同手足 ， 战时生死相依 。

“硬骨头六连” 坚持把战士当主人、 当能
人、 当亲人， 连队建设， 官兵积极参与；
遇到难题， 官兵出招献计； 敏感事务，
官兵公开评议。 在历年来的选改士官、
发展党员和立功受奖工作中， 连队做到
了评上的硬气、 落选的服气， 人人心情
舒畅。 杭州抗雪、 江西保电、 余姚抗涝
……近年来， “硬骨头六连” 在每次重
大任务中用血性担当， 当尖刀、 打头阵，
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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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骨头精神”：硬就硬在顽强作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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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骨头精神”的“硬”，硬在
理想信念，硬在听党指挥，硬在铁
血担当上。

1939 年 3 月， 以 14 名红军
战士为骨干，“硬骨头六连” 组建
于河北雄县。无论是在战争年代，
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 铁心跟党
走的坚定信念， 始终是这个连队
官兵的“命根子”和“生命线”。 在
新时代强军兴军征程中， 他们更
视其为锻造全面过硬连队代代相
传的“传家宝”。

一面面锦旗、一幅幅照片、一
个个战例、一件件实物，走进“硬
骨头六连”荣誉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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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玉芬等英模形象巍
然屹立，他们是“硬骨头精神”的
丰碑。

当年，在延安保卫战中，尹玉
芬带领部队连续打退敌人 6 次进
攻。在右脚跟被炸飞、小腹被弹片
划开的情况下，他仍坚持战斗。战
斗结束后，尹玉芬被授予“特等战
斗英雄”。 之后，回乡务农的尹玉
芬，在本村担任党支部书记。身残
志坚的他， 一辈子听党话、 跟党
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直至生

命最后一刻。
理想是高扬的旗帜， 信念是

传递的火炬。听党话、跟党走的坚
定信念，铸就了连队的“硬骨头精
神”， 刻入了一茬茬官兵血脉灵
魂，引领连队全面建设过硬。

“走进六连门，永为六连人；
铭刻六连魂，时刻不忘本。 ”在六
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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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的第一首歌是《硬骨头硬在哪》，
看的第一部影片是《永远的硬骨
头》，喊的第一句口号是连队战斗
誓词。

头雁带头好， 群雁飞得高。
“硬骨头六连”党支部始终发挥着
战斗堡垒作用。 每次急难险重任
务，党员干部都挑重担、冲在前；
每次比武考核， 党员干部都站第
一排、跑第一棒、打第一枪；每次
险难课目训练， 党员干部都驾第
一车、乘第一舟、当第一攀……

2017 年 6 月，连队听令从驻
防 42 年的杭州，移防千里之外的
岭南乡村。 党旗所指，战旗所向。
面对地域落差、亲人分离等矛盾
困难 ， 全连官兵打起背包就出
发 ，放下背包就训练 ，圆满完成
移防任务。

脱贫攻坚路党徽闪耀

陆军第 74 集团军某旅 “硬骨头六连 ”坚
持用强军思想强壮硬骨头 、铁心跟党走 ，用实
战实训锻造硬骨头 、打赢当先锋 ，用优良传统
滋养硬骨头 、守纪严如铁 ，用组织炉火淬炼硬
骨头 、堡垒作用强 ，着力锻造 “三个过硬 ”连
队，不愧为“新时代硬骨头钢铁连”。

强军兴军 ，需 要 大 力 弘 扬 这 种 “硬 骨 头
精神 ” 。

大力弘扬 “硬骨头精神 ”，就要铸就坚决
听党指挥、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 始终坚
持党指挥枪 ，永远听党话 、坚决跟党走 ，坚持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人民军队的
根本宗旨不动摇 ，像六连一样 ，无论是在战争
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 ， 让铁心跟党走的
坚定信念融入官兵血脉灵魂 ， 成为一代代官
兵的“命根子”“生命线”。

大力弘扬 “硬骨头精神 ”，就要铸牢赓续
红色基因、矢志强军打赢的使命意识。 始终坚
持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 、燃旺信仰火炬 ，激发
军人血性 、铸牢精神支柱 ，当好红色传人 。 始
终坚持积极投身强军实践 、践行强军目标 、争
当强军先锋 ，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
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 ”，贯彻军委主席负
责制 ，扛起强国强军的时代重任 ，不断激励官
兵矢志强军打赢 ， 用生动实践回答新时代军
队 “为什么传承红色基因 、 如何赓续红色基
因”的重大课题。

大力弘扬 “硬骨头精神 ”，就要凝聚严格
练兵备战、淬炼尖刀铁拳的钢铁精神。 始终坚
持强化军队根本职能 ，瞄准强敌抓战备 ，紧贴
实战抓训练 ，让 “言必谋打仗 ，行必抓打仗 ”成
为常态 ，不断提高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素质 ，
在备战打仗中磨砺胜战铁拳 ， 加速锻造全面
过硬 、所向披靡的精兵劲旅 ，确保召之即来 、
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让党和人民放心。

大力弘扬 “硬骨头精神 ”，就要培育狠抓
连队党建、守纪严如铁的优良作风。 始终坚持
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树立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指向。 始
终坚持严格遵守法纪 ，严格依法抓建基层 ，推
动基层战备 、训练 、思想政治工作 、日常管理
等全面正规化 、法治化 ，运用法治方式纠风肃
纪，推动基层部队法纪严明、风清气正。

当前 ， 我军建设发展正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 ，面对备战打仗的艰巨任务 ，面对转型重
塑的险道难关 ， 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想 ，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坚决听党
指挥 、牢记使命重托 ，大抓军事训练 、苦练打
赢本领 ，以一往无前的 “硬骨头精神 ”，为实现
中国梦强军梦努力奋斗。 （新华社）

2019
年底，大塘

村正式脱掉“贫
困帽”。 如何让大

塘村发展得更好？ 工
作组已经做好了一套详
细的方案。

今年 4 月， 省委政法委自筹
资金 70 万元为大塘村申请注册
了英德市振农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办了个黑马鹅养殖场， 预计
年产约 4 万只，一年可为村集体
带来收入约 20 万元。 罗卫东告
诉记者， 该项目签订了 15 年合
约 ，用“以销定产 ”的模式进行

“订单式” 养殖， 实现从鹅的养
殖到餐桌“一条龙”， 同时也能
把大塘村的有机蔬菜带到珠三
角市场。

今年 6 月， 一场洪水淹没了

整个大塘村， 包括村里的 80 亩
荷塘。 罗卫东告诉记者， 荷塘的
莲藕正在恢复中， 工作队已经联
系好了销售渠道， 尽量减少水灾
影响。

如今的大塘村， 不仅摘掉了
“贫困帽”，村两委班子也在焕发
新生机。 村党总支部书记胡志娣
连续两年当选英德市“十佳头
雁”。“村两委干部中，有四个大

学生，其中两个是 90 后。 ”罗卫
东说。

“人生能参与国家脱贫攻坚
战这一重大战役， 尤其这一年多
能亲身经历 、 看到大塘村的变
化， 我非常欣慰也感到非常光
荣。 我不会忘记这个自己工作
过、 战斗过的村子， 希望大塘村
的未来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变
得越来越好！ ”罗卫东说。

强军需要
“硬骨头精神”

评论

党旗所指，战旗所向。
英勇顽强，矢志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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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集团军某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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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新时代， 这个曾在 1964
年、1985 年分别被国防部和中央军
委授予“硬骨头六连”“英雄硬六连”
荣誉称号的连队， 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强军思想， 努力锻造“三个过
硬”基层。 组建 81 年来，一代代六连
官兵用鲜血与生命， 凝聚成压倒一
切敌人的狠劲、百折不挠的韧劲、坚
持到底的后劲“三股劲”和战备思想
硬、战斗作风硬、军事技术硬、军政
纪律硬“四过硬”的“硬骨头精神”，
为战旗增添新风采。

革命战士心向党， 战旗猎猎铸
忠魂。 八一前夕，记者走进这个享誉
全军的荣誉连队，寻访锻造“硬骨头
精神”的力量所在。

“硬骨头精神” 的“硬”， 硬在战
场， 硬在赛场， 硬在训练场上。 无论是
战场血与火的考验， 还是赛场赢与输的
比拼， 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一直是激励“硬骨头六连” 官兵胜战的
冲锋号。

“先辈们的英勇壮举让我震撼， 让我
深感责任重大。 当战争来临， 我一定要
像先辈那样血战到底。” 班长杨树林说。

2013 年 4 月， 在一次军事示范演练
攀爬云梯时， 杨树林不慎跌落， 右小臂
重重摔在石头上， 当即疼得动弹不得。
战友劝他退出演练， 而他却坚决地说：

“右手又没截掉 ， 怕什么！ ” 他强忍剧
痛， 左手持枪， 跃进、 卧倒、 匍匐， 高
标准完成了一系列战术动作。 演练结束
后， 检查发现他手臂粉碎性骨折。

走进“硬骨头六连”， 扑面而来的是
“红” 的底色， “战” 的味道， “硬” 的
气息。 在这里， 班与班争、 排与排抗，
崇尚英雄、 争做英雄， 成为官兵们的一
种风尚。 连长赵松在训练受伤、 左手植
入钢钉情况下， 硬是凭着一股百折不挠
的韧劲和平时练就的硬功， 在全旅第一

个通过军事体育“特
三级” 考核； 连队原
指导员熊维， 参加全
军“四会” 政治教员
比武 ， 一路过关斩
将， 勇夺桂冠； 士官
支委唐雄， 不仅是连
队装备教学能手、 干
部帮手， 还是全旅全
能的“金牌教员”。

2018 年 7 月 ，
车长王冬林参加国际
军事比赛。 面对全新
专业、 强劲对手， 他
从零起步 、 苦练硬
拼， 顶着车内 40 多
摄氏度高温苦练技
能， 在异国赛场与各
国精英同台竞技， 与
车组成员一道取得单
项第一、 团体第三的好成绩。 他说 ：

“异国赛场就是战场， 就算拼到死， 我也
绝不能砸了‘硬骨头六连’ 的金牌。”

“扛着红旗进岭南， 进了岭南扛红

旗。” 首次参加集团军“岭南尖兵” 比
武， “硬骨头六连” 就拿到第一。 3 年
来， 他们在集团军以上比武竞赛中有 16
人次摘金夺银， 19 人次打破旅纪录。

———陆军第 74 集团军某旅“硬骨头六连”锻造全面过硬连队纪实

“硬骨头精神”：硬就硬在铁骨忠魂上

“硬骨头精神”：硬就硬在矢志打赢上

战旗猎猎

用心用情用智
帮帮蓄蓄洪洪区区村村摘摘贫贫困困帽帽

七月盛夏，广东清远英德市大站镇大塘村，莲叶接
天，黄皮果香溢满乡村。一年多前，56 岁的罗卫东来到
这里，任中共广东省委政法委驻大塘村第一书记。

一年多来，他带着村里的党员干部修水渠、
修村道，带动贫困户养鸡、种莲藕、种
黄皮、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2019 年
底， 全村 74 户贫困户均达脱贫标
准； 全村人均纯收入从 2015 年的

7664 元 提 升 到
27463.35 元，村集体
可支配收入由不足 2

万 元 提 高 到
8 万多元。

2016 年 4 月，广东省委政法
委开始对口帮扶省定贫困村———
大塘村。

大塘村是北江的蓄洪区，位
于北江与滃江交汇处的冲积平原
上， 易旱易涝， 面积 3.9 平方公
里，下辖 19 个自然村，共 780 户
3495 人。 其中，相对贫困户 74 户
206 人。

进到村子第一件事， 罗卫东
就对大塘村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调
研，决定从基础设施、产业发展、
村容村貌等方面开展全面帮扶。

大塘村农田海拔比北江大堤
低 3 米左右，北江一涨水，洪水就
容易倒灌进村； 旱季村内用水又
成难题。 罗卫东告诉记者，去年，
工作组投入 40 万元将建于上世
纪 90 年代的老灌渠进行了修缮。
同时，从滃江长湖水库引水，新建
了一条 4km 长的北灌渠，解决旱

季用水问题。
去年以来，工
作 组 还 拓 宽
了村里的两条主干道，
加装近 100 盏太阳能
路灯。 以往晴天一身
土、雨天一脚泥的村道
不仅硬化，还亮化、美
化了。

乡村脱贫兴旺，最根本
要靠产业发展。在省委政法
委驻村工作组的带领下， 大塘村
原本饱受水患困扰的水淹田变成
了 80 亩风光旖旎的荷塘，长起了
莲藕。 贫困户吴文三承包了 5 亩
莲藕种植， 每年可以增加收入 5
万元，再打打散工，家里的贫困状
况很快改观。 2019 年，村里还举
办了首届莲藕节。这片荷塘，为村
民们带来财富， 还成了远近闻名
的打卡地。

来到大塘村后，罗卫东留意
到， 这里家家户户都种有黄皮
树。 为此，他专门请教“扶友”，
驱车 360 公里到云浮郁南取
经， 引进当地优质黄皮树种，
在村内发动贫困户种植黄皮
近 2000 棵 ， 还带动其他村民
种植黄皮 1000 多棵。“今天栽
下黄皮树， 来年结出致富果。 ”
他笑道。

传统农业种养之外，工作组
还入股英德卓佳玩具有限公司
项目和广东平甫农村实用人才
培训有限公司发展灵芝种植，每
年可为有劳动力的贫困户增收
约 3500 元 / 户； 莲藕塘项目和

省委政法委自筹资金投资的光
伏发电项目每年也可为贫困户
增加收益约 700 元 / 户。 去年，
省委政法委还自筹资金 200 万
元入股英德白石窑水电厂，将大
大增加村集体收入。

“通过我们的持续投入，我
们村变漂亮了， 道路好走了，路
灯亮了，村民的日子也越过越好
了。 ”罗卫东说。

从机关到基层，跟行政事务
和文稿打了几十年交道的罗卫
东， 学会了如何跟农民打交道。

“我们在基层工作，一定要用心、
用情、用智。 ”他说。

一要用心。 要不忘初心，有

责任感、使命感，要用心去想办
法帮农民解决实际问题。

二要用情。要对农民兄弟投
入真感情。“如果没有这份情，你
在村里可能就待不下去，农家的
板凳就坐不下去，那杯村民的茶
你可能也喝不下去。 ”

三要用智。围绕脱贫攻坚硬
指标、硬任务，要多想办法。如通
过奖补的办法鼓励农民“种得多
奖得多”；组织电工、南粤家政、
粤菜师傅、冬瓜种植、黄皮种植
等培训， 提高智慧农业种植水
平；设立大塘村“圆梦奖教奖学
助学基金”；加强法制治建设，打
造“平安村”等。

村子虽摘帽，帮扶仍在继续

全面调研后开展全面帮扶

扶贫要“用心、用情、用智”清远英德市大站镇大塘村第一书记罗卫东：

罗卫东（左）走访贫困户

“硬骨头六连”结合主题教育，组织官兵向连旗宣誓

“硬骨头六连”进行海上实战化训练，
两栖步战车在烟幕掩护下快速冲击

“硬骨头六连”进行连战术训练，官兵们向岸滩发起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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