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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洪抢险一级英模

邓瑞甫
据新华社重庆电

在重庆市警察博物
馆内，陈列着一块旧
手表，它的主人是公
安部一级英模———

重庆市公安局北碚
分局黄桷派出所原
指导员邓瑞甫。1981

年 7 月的抗击特大
洪水灾害斗争中，邓
瑞甫带领民警日夜
坚守岗位，奋不顾身
抢救遇险群众，为保
护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献出了宝贵生命。 他随身携带的这块手表，

见证着英雄牺牲的永恒时刻。

邓瑞甫 1934 年出生于重庆市长寿区，

1951 年参加公安工作，1955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重庆市公安局北碚分局天生派出所民
警、黄桷派出所指导员。他参加公安工作近 30

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廉洁奉公、遵纪爱民，

为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做出
了显著成绩，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81年夏，重庆地区遭遇特大洪水灾害。7

月 15日，滔滔洪水猛烈上涨，洪峰淹没了大片
房屋和庄稼，黄桷地区陷入一片汪洋，邓瑞甫
的家眼看也要被洪水淹没，他断然选择“抢救
群众财产要紧”，不顾自己严重感冒，赶到沿江
一带查看水情，维持交通秩序，组织群众转移。

当天午夜 11时多， 洪水继续猛涨， 巡查
中，邓瑞甫发现尖嘴地区的一处洪水围困了 80

多名群众， 有的群众拥挤在水塔的石堤上，有
的爬到树杈上，有的蹲在屋脊上，一阵紧接一
阵的呼救声不断传来，情况十分紧急。

在江面宽阔、巨浪翻滚的洪峰中，现场仅
有的 4只橡皮船无法满足救援需要。邓瑞甫决
定，立即带队去附近的农村借用木船。

午夜 12时左右， 邓瑞甫等人沿着郑家溪
至东阳公社先锋大队、帅家坝江面划去，他们
找到一只停在江边的小船，拨正船头，朝尖嘴
奋力划去。16日凌晨 1时 10分，正当邓瑞甫等
人即将到达被困群众处时，只见江面上电弧光
一闪，随即飘来一阵刺鼻的焦味———就在这电
弧光闪射的一刹那，邓瑞甫不幸在江面碰上高
压电线，触电壮烈牺牲。

“现在是党和人民最需要我们的关键时
刻，每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要接受考验、

带好头，为抗洪抢险做出贡献！”这是邓瑞甫出
发前留给干警们最后的指示，而他，也用自己
的生命践行了这句誓言。邓瑞甫牺牲后，被四
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1981年 10月，

被公安部追授为一级英雄模范。

知识分子的楷模

罗健夫
据新华社长沙电

罗健夫是渊博的知
识分子、技术卓越的
科研人员，也是一位
无私奉献的共产党
员， 知识分子的楷
模。在他的家乡湖南
湘乡，久久传颂着他
忘我工作、勇于攻关
的事迹。

罗健夫，1935 年
9 月 21 日出生于湖
南省湘乡县城关镇
南正街。1948年考入
湘乡一中。1950 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
团。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6年考入
西北大学原子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

1959年 4月 14日， 罗健夫加入中国共产
党。大学毕业后，先后在西北大学、中国科学院
西安电子计算机技术所、航天工业部陕西骊山
微电子公司（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工作。

1965 年， 罗健夫开始研究微电子技术。

1968年，参加北京电机厂技术攻关协作。次年，

主持国家空白项目———图形发生器攻关。“文
革”期间，他力排干扰，以顽强的毅力，攻读电
子线路、自动控制、精密机械、应用数学、集成
电路等多门课程，并在短时间内掌握了第二外
语。有时，他整日不出工作室，饿了啃块馒头，

困了就躺在地板打个盹。1972年， 他研制出了
第一台图形发生器。1975年， 他又研制成功了
“Ⅱ型图形发生器”，为我国航天工业作出了重
大贡献。

1978年，“Ⅱ型图形发生器” 获得了全国
科学大会奖。面对荣誉和奖励，罗健夫想得最
多的是其他同志。 在Ⅱ型图形发生器申报国
家科技成果时， 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最
后。他对职务、名利看得很淡，甘愿当“普通
一兵”， 兢兢业业干好本职工作。1980 年和
1981 年两次评定高级职称时， 他都没有申
报， 认为自己的水平还不够。“Ⅱ型图形发生
器”研制成功后，他再接再厉，继续研制Ⅲ型
图形发生器， 至 1981 年 10 月已独立完成全
部电控设计。

正当罗健夫积极投身Ⅲ型图形发生器的
改良工作时，病魔却悄然向他袭来。一次调试
设备时，他突然病倒。1982年 2月，罗健夫被确
诊为癌症晚期。面对绝症，他看得很开，不止一
次对主治医生说：“死后我的身体捐献给国家，

你们可以解剖好好分析一下，希望对以后其他
人的治疗有帮助。”

罗健夫去世时年仅 47岁。1983年 2月，他
被国务院追授为全国劳动模范。

文武纵横的“娃娃将军”

萧华
据新华社南昌电

萧华，1916 年出生，江
西省兴国县潋江镇人。

1928年 12月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

年 3 月参加中国工农
红军，同年 7 月转入中
国共产党。年轻有为的
他 17 岁任少共国际师
政委，22岁任八路军东
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
员兼政委，23岁任鲁西
军区司令员……

萧华还参加了中
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在长征中任红 １军团政治
部组织部部长、红 2 师政治委员，是我军公认的
杰出政治工作者。

1935年 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后，遇上拦路
的彝族部落， 战士们剑拔弩张， 萧华严肃地说：

“没有命令， 谁也不许开枪， 一定要遵守民族政
策！”然后他通过翻译，和彝民兄弟解释了此行目
的，并协助刘伯承同彝民首领小叶丹结为异姓兄
弟，在大凉山腹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到陕北后，

他又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等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萧华任八路军第 115师政
治部副主任，参加平型关战斗，后任第 343 旅政
治委员。1938年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
员兼政治委员， 领导创建冀鲁边抗日根据地。

1940年起任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 115

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针对敌后
斗争特点， 加强部队和民兵的政治工作建设，参
与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1946年冬天，解放战争大决战在东北拉开序
幕。在这场力量不对等的战斗中，萧华指挥部队
诱敌进入新开岭我军伏击区，以少击多并大获全
胜，毙敌 3150人，俘获 5877人，开创了东北民主
联军在解放战争中首次歼敌一整个师的先例。

抗日战争胜利后，萧华率先遣部队进入东北
辽东地区， 开辟南满根据地。1948年起任东北野
战军第 １兵团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
战军特种兵司令员，先后指挥本溪、鞍海、新开岭
作战，率部参加临江、辽沈、平津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萧华参与领导制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连队管理教育
工作条例》 等。1975年后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
委员、兰州军区政治委员、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等
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萧华将军还著有《长
征组歌》《铁流之歌》 等传世名篇。1985年 8月于
北京病逝，享年 70岁。

“年轻有为的萧华将军曾被称为 ‘娃娃将
军’， 他的事迹深深感染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爱国
青年。”兴国县委党史办主任张开泉说。

开启人民军队训练辉煌

郭兴福
据新华社南京电

55 年前，推广“郭兴福
教学法”而引发的一场
轰轰烈烈的全军大比
武运动规模之大、成效
之好、 影响之深远，在
人民军队历史上前所
未有，谱写了军事训练
史的光辉篇章。

郭兴福， 中共党
员， 山东省邹平县人，

1930年 2月出生，1948

年 9 月入伍， 历任战
士、班长、排长，1958年
自福州军区步兵学校毕业后任解放军某部二连
副连长。

上世纪 50年代末 60年代初，中央军委提出
恢复和发扬群众性练兵传统， 从实战需要出发，

从难从严苦练精兵。 作为连战术教练员的郭兴
福在教学实践中注重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
统，进行战术教学像打仗一样，不仅声音洪亮，

而且动作既狠又准，能够充分调动起战士练兵的
积极性。

“1961年初，我带着工作组来到郭兴福所在
的二连蹲点，发现郭兴福的单兵战术训练很有效
果，深受战士们欢迎。”当年担任郭兴福所在的第
12军军长的李德生生前曾回忆道。

在各级首长和机关的帮助下，郭兴福在军事
教学中把练思想和练战术结合起来，总结出一套
符合部队实际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这就是后来
闻名全军的“郭兴福教学法”。

1963年 4月至 10月，郭兴福及其示范班，先
后应广州、武汉、沈阳军区的邀请，前去做了十多
场表演，获得普遍好评。

1963年 10月， 叶剑英元帅在参加南京军区
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后，向毛泽东主席和
中央军委呈送了专题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毛主
席看完报告后，在文中“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

下重重地划了一道鲜明的红杠，对此尤为赞赏。

1964年初，全军掀起了大规模学习推广“郭
兴福教学法”的群众性运动。1964年 2月，南京军
区领导机关授予郭兴福“优秀教练员”称号。

1964年 5月 15日，原总参谋部、原总政治部
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向部队发出《关于全军比
武问题的通知》。 各种军事训练评比竞赛活动在
全军广泛开展，各部队积极备战，训练场上出现
了前所未有的龙腾虎跃局面。

“郭兴福教学法”对于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
的练兵传统，促进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加速军队
全面建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几十年来，培
养和造就郭兴福式“四会”教练员和群众性练兵
热潮持续在部队蓬勃兴起。

功勋卓著的塔山英雄

吴克华
据新华社南昌电

吴克华，1913年出生于
弋阳县中畈乡芳家墩
一个农民家庭。1928年
在家乡参加农民暴动。

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
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 曾任红 10 军 1

团连长、营长，少先队
中央总队部参谋长，红
8军团 21师 63团参谋
长，参加了赣东北和中
央苏区历次反“围剿”。

他作战勇敢， 身先士
卒，曾两次负伤，仍继续指挥战斗。

吴克华 1934年参加长征， 先后任红 5军团
直属第 39团参谋长、红 5军 13师 37团团长，多
次率部担负后卫，阻击追敌，掩护主力脱离险境，

出色完成任务，多次受到中革军委的通电嘉奖。

1936年，吴克华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全民
族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 5支队副
司令员、第 2支队司令员、第 5旅旅长，胶东军区
副司令员，参与指挥反日伪大“扫荡”和反顽作战，

为巩固和发展胶东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克华赴东北，历任东北
人民自治军第 2纵队司令员， 东北民主联军第 4

纵队司令员，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北
野战军第 4纵队司令员、第 41军军长。

1948年 10月， 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所部遵
照战略部署，在塔山、虹螺山一线组织战斗防御，

以扼制国民党“东进兵团”增援锦州的战略。在塔
山阻击战中， 吴克华率部阻击国民党军， 激战 6

昼夜，顽强固守、反复争斗，击退国民党军 11 个
师的进攻，阻止了国民党“东进兵团”对锦州增
援，创造了我军防御作战的光辉范例。

塔山阻击战的胜利保障了我东北野战军主力
攻克锦州与辽西会战的胜利， 一举扭转了东北战
局。正如罗荣桓元帅所称赞的：“四纵打得好，像这
样的阻击战范例，在我军历史上还是少有的。”

1949年 4月中旬，吴克华率 41军南下，参加
了衡宝战役，继而挥师广西，攻克桂林，为民族独
立与解放建立了卓著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克华将军历任第
15兵团副司令员、华南军区参谋长、人民解放军
炮兵司令员、铁道兵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等
职，为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
效的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987年 2月， 吴克华将军病危时留下遗嘱：

“每当想起塔山阻击战牺牲的战友， 心里就非常
难过。我死后，就把骨灰撒往塔山，与战士们做个
伴吧。”1988年 8月 1日，遵照遗愿，他与阻击战
牺牲的烈士们一起长眠于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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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委副书记周志军调研吴淞街道网格化党建工作

第一党建网格轮值网格长在召集工
作例会

吴淞街
道网格化党
建相关工作
制度

第四党建网格举办“守初心、担使命”开
放式主题党日活动

街道妇联会同第二党建网格举办“创全家
庭行动日”主题活动

第三党建网格第二届“身边的榜样”颁奖典礼

组织全覆盖 管理精细化 服务全方位
———吴淞街道网格化党建引领新型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

近年来，宝山区吴淞街道党工委认真贯彻
落实城市基层党建工作要求，坚持党建引领城
市社区治理， 积极探索推进网格化党建工作，

初步构建了“组织全覆盖、管理精细化、服务全
方位”的网格化大党建工作格局，努力探索建
设以党建网格为单元的新型社区治理共同体。

从工作覆盖到组织覆盖
党建工作触角不断延伸

自 2017年 9月探索开展网格化党建工作以
来，吴淞街道党工委始终把“实现党的组织和工
作全覆盖、无遗漏”作为首要目标，从开展丰富多
样的网格活动实现工作全覆盖起步， 到以完善
制度、组建队伍为抓手，在实现工作全覆盖的基
础上，努力探索推进组织全覆盖的方法和途径。

2018，结合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当
新时代排头兵、先行者”大调研（以下简称大调
研）工作，制定并下发《网格化党建工作推进情
况表》、《党建网格资源排摸梳理情况表》， 通过
走访、座谈、电话、调查问卷等方式，全面掌握各
党建网格活动开展情况， 进一步排摸梳理各网
格内党建资源，同时，结合经济普查工作，依托
党建联络员队伍，建立网格内信息动态排摸机
制，重点加强网格内“两新”组织和党员情况排
摸。2019年，制定了《关于加强吴淞街道网格化
党建组织覆盖工作实施办法》，建立了网格“红
帆员”队伍，在网格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排摸
党组织和党员情况、发现培养优秀分子、指导
开展党群工作、 助推企业健康发展等工作，并
依托党建网格，组建了隶属于吴淞街道社区党
委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联合党支部。

截至今年 10月底， 街道四大党建网格共
有单位 1891家，其中共建单位 223家；党组织
349 个， 其中共建单位党组织 183 个； 党员
8573 名，其中今年新报到“两新”组织党员 53

名、发现培养优秀分子 8名。

从框架式到精细化
制度建设助推工作落实落细

在探索网格化党建工作之初，吴淞街道结
合地域分布情况、城市网格划分及党建阵地建
设实际，制定了《吴淞街道推进网格化党建工
作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 《实施办法》)， 按照
“条块结合、驻区共建、区域兜底”的原则，积极
整合党建服务点等延伸阵地，逐步形成了“4+

27+50+3”的网络化党建工作框架，即 4大党建
网格 （4 大党建网格工作站）+27 个党建服务
站+50 个党建服务点+3 个特色党建服务站

（点）。各网格设一名网格长，全面负责网格
化党建工作，网格中的每一个党总支有一名
党组织班子成员担任网格员，参与网格化党
建工作，同时在规范网格的人员架构的基础
上，要求各网格员在工作中努力做到“四知
四能”，即：知网格家底、知党务政务、知社情
民意、知求助对象，能走访调查、能宣传发
动、能解决矛盾、能赢得信任。

2018年，街道在大调研工作中发现各党

建网格的工作热情高，但由于党建网格打破了
原有的行政壁垒，各居民区党组织在经费使用
上碰到了困难。 街道党工委立即着手开展调
研，结合进一步规范居民区党组织服务群众专
项经费，出台了相关试行意见，以项目化审批
的形式，把网格化党建经费的使用纳入到专项
经费中， 解决了网格化党建经费保障问题。

2019年， 街道成立网格化党建工作领导小组，

并在总结前两年工作经验、听取各党建网格意

见建议的基础上，制定下发了《吴淞街道网格
化党建工作制度（试行）》，进一步完善网格人
员架构，增设副网格长一名、信息员若干名，建
立网格长轮值制度、年度任务清单制度、工作
例会制度、信息动态排摸制度、项目申报评估
制度、共性事项约请制度、典型经验宣传制度、

联络员联系制度等， 为网格党建在组织覆盖、

服务群众、锻炼队伍、服务地区发展等方面进
一步发挥作用打下扎实的制度基础。

从服务党员群众到服务地区发展
新型社区治理共同体初见雏形

吴淞街道党工委在积极探索推进网格化
党建工作的过程中，全面整合调动党建网格各
方力量，精准对接党建网格资源需求，推动社
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着力推动需求
在党建网格发现、资源在党建网格整合、问题
在党建网格解决、干部在党建网格锻炼、重点
工作在党建网格推进， 三年来共开展党性教
育、重点工作推进、社区公益服务、干部队伍建
设、共建交流等各类网格化党建活动 71场，网
格化党建服务党员、服务群众、服务地区发展
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得到不断提升，党建网格
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得到有效提升，以四个党
建网格为单元的新型社区治理共同体初见雏
形。

如，第一党建网格通过举办信息写作培训
班、 让年轻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担任轮值网格
长、让年轻干部轮流担纲大型网格活动具体策
划执行等训、练、比、超活动，为发现干部、培养
干部搭建了有效平台。 第二党建网格举办的
“党旗引领中国梦、担当有为吴淞人”互动式情
景党课，改变了“一人说众人听”的传统模式，

寓教于情景中，使党性教育更鲜活、生动。第三
党建网格结合社区通“党建园地”平台，以“线
上+线下”的方式连续两年开展“身边的榜样”

主题活动，通过征文投票、演讲比赛等形式评
选出网格内的榜样人物和团队，进一步延伸了
榜样事迹的影响力，扩大了先进典型的辐射效
应。第四党建网格“守初心、担使命”开放式主
题党日活动邀请了网格内共建单位党组织共
同参与，通过垃圾分类和创全宣誓仪式、情景
剧演出、快闪等形式，激励党员守初心、担使
命，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为“三个吴淞”建设
目标不懈奋斗。

又如，街道总工会依托网格化党建工作框
架，发挥党建带社建、社建促党建的作用，建立
了淞兴西路工作联合会等五个小二级工会，有
效延伸了建会触角、填补了维权空白。街道妇
联联合第二党建网格举办“新女性.心文明.馨
家庭———创全家庭行动日”主题活动，网格内
近 40组家庭、100多人齐聚一堂， 有力营造了
“文明城区创建人人参与， 幸福美好家园你我
共享”的良好氛围。社会组织吴淞情暖夕阳便
民服务工作室主动参与到各网格学雷锋志愿
服务主题实践活动中，33名志愿者为网格内近
1000人次提供各类便民服务，有力提升了居民
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