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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月上旬，新疆乌恰县人武部官兵走进“全国十大杰出母亲”布茹玛汗·毛勒朵家中，听老人讲述戍边荣誉背后的感人

故事，引导官兵争当“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 刘 慎摄

国 防 时 讯

信息化建设实现四级互联互通
基层营连应急出动更迅速，时间缩短 10%

本报讯 高双喜、曾振报道：“阳新

幕阜山突发森林大火，请协助灭火。”10
月下旬，湖北某预备役高炮师驻黄石某

营部值班室，地方政务网突然接到森林

灭火援助请求。

营长刘贞涛一边向团作战值班室

报告，一边打开气象水文网，对失火山

地地形地貌、天气情况进行收集汇总。

紧接着，刘营长又通过短信群发系统，

麻利地敲着键盘，将部队集结指令迅速

推送到预备役官兵手机上。与此同时，

失火地域基本情况报告正在通过军事

综合信息网向团和师值班室传递。

更换服装、领取装具、集合整队、行

军开进，应急分队的预备役官兵一气呵

成、士气高昂。30 分钟后，国防云视频

系统将森林火情现场情况送到了师、团

作战值班室。据刘营长介绍，从接到上

级命令到人员集结展开灭火行动，整个

过程较平时提前了近 20 分钟。

提前 20 分钟，看似偶然，实则必

然。这反映了该师近年来着眼实战、聚

力基层抓建厚积薄发的成果。8 月份，

该师结合抗洪抢险、森林灭火、防暴维

稳等特点，重新对师信息化建设成果

进行了排列组合，删繁就简，高度聚

合，带来了实战效能的迸发。此演练，

是该师营连信息化建设改进后带来的

变化之一。

前些年，在信息化建设的浪潮中，

该师形成了基层营连部建设“六网一系

统”建设标准，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基层

建设，但在后续的推广普及当中，效果

并不理想。由于预备役营连部都是预建

在人武部或乡镇，不同单位提供的场所

面积不一、经费保障能力不同，“六网一

系统”在一些营连部出现了“水土不

服”，并未能够很好地落实，日常使用频

率高、发挥作用大的地方政务网、军事

综合信息网、短信群发网、动员管理信

息系统等被较好的保留了下来，而诸如

地方情报信息网等基层营连不经常使

用的网络系统，要么没有建，要么就被遗

忘。这些现象引起了该师党委一班人的

重视，调研后大家达成共识，“建的必须

是实用的，实用的必须是能推广的”。

于是，一场由团主官、营长和预任

教导员、连长和预任指导员、院校专家

参与的“诸葛亮会”召开了，经过反复分

析、论证、推演，营连部信息化建设 2.0
版本构想出炉了。按照信息资源数字

化、保障要素一体化、指挥控制实时化

的目标，融合军地信息网络资源，在营

部构建“三网两系统”，连部构建“两网

一系统”，增设国防云视频系统，删减 2
个不实用网。此外，为配合营连部信息

化建设升级，营连部统一的“五室一

家”，改造为营部建设“四室一库一家”、

连部建设“三室一库一家”。团、营、连之

间依托程控电话实现语音、传真功能；

军事综合信息网实现军内信息查询功

能；构建电子政务网，联通气象水文网、

森林灭火网；短信群发网实现通知和

教育信息实时群发；国防云视频电话对

讲系统实现人员管理、远程视频会议、教

育学习等功能；配备专用电脑，安装动员

管理信息系统，各类统计及会议记录信

息录入电脑，实时更新。

改进后，该师基本实现师到团、团

到营连部声音、图像、视频、网络的互联

互通，基层营连应急出动时间较以往平

均缩短了 10%。

湖 北 省

某预备役高炮师

吉阳区人武部

军地联合进行集训
本报讯 零雪报道：11 月上旬，

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区委、区政府组

织 300 多人进行为期 15 天的军地联

合维稳处突集训。集训期间，吉阳区人

武部牵头成立军地联合临时指挥部，

对吉阳区行政执法人员进行军事基础

技能、突发情况处置、警棍盾牌操等训

练，为提升军地联合处置突发事件打

下坚实基础。

编辑点评 ■■赵赵 利利

掐掉虚花结实果
明天的战争，两军对垒直接表现为

信息化能力的较量，谁高谁强谁就能够

抢占先机。抓信息化建设，如果还是按部

就班，“化物”不“化人”，满足于“大场面”等

“虚花”，而忽视与“水暖先知”的基层末端

对接，无视因“水土不服”而导致的建而不

用现象，看似花满枝头，到头来却难以收

获丰硕的果实。这种华而不实的做法注定

是没有生命力的，必将被历史淘汰。

湖北某预备役高炮师立足营连实

际，以问题为导向，倒逼升级“营连部信

息化建设 2.0 版本”，这种不讳言问题

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务实态度，是难能可

贵的。有了这种态度，军队信息化建设

就不怕没有大的改进，打赢未来战争也

就有了更多的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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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州市人武部主题教育出实招

品读经典 塑品格砺胆气
本报讯 武双河、曹振胜报道：“怒发

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

啸，壮怀激烈……”10 月 28 日，笔者在河

北霸州市人武部学习室看到，全体干部职

工正在声情并茂地朗诵诗词《满江红》，铿

锵有力的节奏将岳飞精忠报国的赤胆豪

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热血沸腾。这是该

人武部通过开展“品读传统经典，塑造优秀

品格”活动深化主题教育的一个场面。

该人武部针对干部职工对传统经

典文化了解不多不深的实际，把开展“品

读传统经典，塑造优秀品格”活动与培育

“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有机结合起来，让

大家通过上网查、翻书找，互相学、集思广

益，把传统经典串联成一首首气势磅礴的

赞歌，让大家在研读《论语》《师说》中感悟

学无止境、学海无涯的道理；在品读《离

骚》《出师表》中强化赤诚报国、无私奉献

的意识；在朗读《凉州词》的“醉卧沙场君

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出塞》的“但使

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等名句中

激励敢于亮剑、视死如归的血性胆气。

梁鑫宇朗诵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句，使干部职

工重温了鸦片战争历史；“三十功名尘

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岳飞收复失

地、重整山河精忠报国的故事，再现了

英雄不屈不挠的坚强信念和爱国情怀。

为确保活动效果，人武部利用党委

中心组带领大家开展理论学习、党团活

动等时机，组织阅读经典比赛和学习交

流，并将爱国战斗诗词名言名句汇集成

册，印发给大家学习欣赏。人武部政委颜

士忠告诉笔者：“组织学习这些传统经典

既让大家塑造了品格、砺炼了胆气，又寓

教于乐、深化了主题教育活动效果。”

法库县人武部

组织封闭强化训练
本报讯 廖庆国报道：11 月中

旬，辽宁省法库县人武部组织部队

干部职工进行封闭强化训练。他们

针对部队动员支前、保障部队过境、

防卫重要目标等作战任务，设置实

战化战术背景，组织现役干部及专

武干部练各项技能，增强了他们能

打胜仗的决心。

河池军分区去除训练假把式

比武不挑“明星”登台
本报讯 赵永安、刘忠存报道：11

月上旬，广西河池军分区组织的民兵应

急分队比武如期进行，4００ 多名民兵参

加了比武，不仅总体成绩不如往年，而且

其中几个科目的成绩不合格。军分区司

令员李成说：“我们今年的民兵比武不再

是大众搭台、尖子唱戏，比武明星消失

了,问题暴露出来了，我们就是要真打实

备去除训练假把式。”

以往，军分区组织民兵分队比武时，

参加的各科目均由各单位自己推荐，参加

的科目都是参赛者最拿手的，训练“瘸腿”

的问题被掩盖了，成绩单相当地耀眼。可

在去年参加广西军区组织的民兵建制连

比武时，许多“南郭先生”便暴露了出来。因

此，今年年初制定训练计划时，军分区党

委态度明确，一切从严从实出发，刀口向内

不怕出丑。此次比武前，军分区规定各单位

凡具备条件参加者均作为参考对象，每个

科目开始前按照花名册进行随机抽点，严

格禁止挑选“明星”登台，于是出现了本文

开头的一幕。

没有了“比武明星”，虽然比武成绩

不如往年光鲜，却真实地反映了民兵的

训练水平，为下一步的训练提高了针对

性，同时也极大激发了每一位民兵的参

训热情。该军分区真抓实备、沙场点兵的

做法得到了广西军区首长的赞赏，军区

副参谋长廖长武告诉笔者，只有平时训

练实打实，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才能见成

效，只有民兵应急队伍全面素质的提高，

我们才能成为驻地人民的护卫盾牌。

讲
真
话
体
现
党
性

■
刘
青
华

讲真话是一个领导干部真理在身、正

义在手和有公心、有正气的重要体现。敢

讲真话，是一种境界、一种修养、一种能

力，更是一个党员干部必备的基本道德和

政治素质，体现了党性修养。

何为真话？就是不加伪装和修饰讲出

的真心话，实事求是，不虚伪、不掩盖，保

持事物的真实面目。我党一向强调求真务

实、实事求是，就是因为“真实”是对一切

问题思考、决策和采取行动的基础，“真

实”是一切结论的前提，如果前提是假的，

作出的一切判断都是假的，导致行为结果

也必然是错误的。只有讲真话，才能真实

反映情况、具体揭示问题，促进各级党委

领导科学决策，有效解决问题

时下，个别党员干部不敢讲真话，不

愿讲真话，对于部队工作中存在的矛盾

和问题，不敢如实向上反映，甚至好大喜

功，习惯言喜藏忧、扬长护短。其原因无

非是私心作怪。有的怕讲了真话受到上

级批评，遭遇冷眼，被穿小鞋；有的怕讲

了真话，得罪他人；有的怕讲真话，影响

个人进步。

讲真话体现求真务实、直面问题的思

想作风，彰显无私无畏、对党和人民事业

高度负责的态度。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不

论是讲自己的问题还是讲别人的问题，都

会直言不讳，不怕暴露弱项；也不怕刺痛

自己，得罪别人。为了党和军队的事业，为

了树立良好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每个

党员干部都应坚持讲党性不讲私情、讲原

则不讲关系、讲真理不讲面子，实事求是，

讲真话实话，光明磊落、开诚布公，毫不隐

瞒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将部队的真实情况、

存在问题和自己的想法、意见、建议一五一

十地讲出来，报告给上级领导和机关进行

科学决策，以有益于部队建设科学发展。

信息化建设实现四级互联互通
基层营连应急出动更迅速，时间缩短 10%

本报讯 高双喜、曾振报道：“阳新

幕阜山突发森林大火，请协助灭火。”10
月下旬，湖北某预备役高炮师驻黄石某

营部值班室，地方政务网突然接到森林

灭火援助请求。

营长刘贞涛一边向团作战值班室

报告，一边打开气象水文网，对失火山

地地形地貌、天气情况进行收集汇总。

紧接着，刘营长又通过短信群发系统，

麻利地敲着键盘，将部队集结指令迅速

推送到预备役官兵手机上。与此同时，

失火地域基本情况报告正在通过军事

综合信息网向团和师值班室传递。

更换服装、领取装具、集合整队、行

军开进，应急分队的预备役官兵一气呵

成、士气高昂。30 分钟后，国防云视频

系统将森林火情现场情况送到了师、团

作战值班室。据刘营长介绍，从接到上

级命令到人员集结展开灭火行动，整个

过程较平时提前了近 20 分钟。

提前 20 分钟，看似偶然，实则必

然。这反映了该师近年来着眼实战、聚

力基层抓建厚积薄发的成果。8 月份，

该师结合抗洪抢险、森林灭火、防暴维

稳等特点，重新对师信息化建设成果

进行了排列组合，删繁就简，高度聚

合，带来了实战效能的迸发。此演练，

是该师营连信息化建设改进后带来的

变化之一。

前些年，在信息化建设的浪潮中，

该师形成了基层营连部建设“六网一系

统”建设标准，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基层

建设，但在后续的推广普及当中，效果

并不理想。由于预备役营连部都是预建

在人武部或乡镇，不同单位提供的场所

面积不一、经费保障能力不同，“六网一

系统”在一些营连部出现了“水土不

服”，并未能够很好地落实，日常使用频

率高、发挥作用大的地方政务网、军事

综合信息网、短信群发网、动员管理信

息系统等被较好的保留了下来，而诸如

地方情报信息网等基层营连不经常使

用的网络系统，要么没有建，要么就被遗

忘。这些现象引起了该师党委一班人的

重视，调研后大家达成共识，“建的必须

是实用的，实用的必须是能推广的”。

于是，一场由团主官、营长和预任

教导员、连长和预任指导员、院校专家

参与的“诸葛亮会”召开了，经过反复分

析、论证、推演，营连部信息化建设 2.0
版本构想出炉了。按照信息资源数字

化、保障要素一体化、指挥控制实时化

的目标，融合军地信息网络资源，在营

部构建“三网两系统”，连部构建“两网

一系统”，增设国防云视频系统，删减 2
个不实用网。此外，为配合营连部信息

化建设升级，营连部统一的“五室一

家”，改造为营部建设“四室一库一家”、

连部建设“三室一库一家”。团、营、连之

间依托程控电话实现语音、传真功能；

军事综合信息网实现军内信息查询功

能；构建电子政务网，联通气象水文网、

森林灭火网；短信群发网实现通知和

教育信息实时群发；国防云视频电话对

讲系统实现人员管理、远程视频会议、教

育学习等功能；配备专用电脑，安装动员

管理信息系统，各类统计及会议记录信

息录入电脑，实时更新。

改进后，该师基本实现师到团、团

到营连部声音、图像、视频、网络的互联

互通，基层营连应急出动时间较以往平

均缩短了 10%。

吉阳区人武部

军地联合进行集训
本报讯 零雪报道：11 月上旬，

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区委、区政府组

织 300 多人进行为期 15 天的军地联

合维稳处突集训。集训期间，吉阳区人

武部牵头成立军地联合临时指挥部，

对吉阳区行政执法人员进行军事基础

技能、突发情况处置、警棍盾牌操等训

练，为提升军地联合处置突发事件打

下坚实基础。

编辑点评 ■■赵赵 利利

掐掉虚花结实果
明天的战争，两军对垒直接表现为

信息化能力的较量，谁高谁强谁就能够

抢占先机。抓信息化建设，如果还是按部

就班，“化物”不“化人”，满足于“大场面”等

“虚花”，而忽视与“水暖先知”的基层末端

对接，无视因“水土不服”而导致的建而不

用现象，看似花满枝头，到头来却难以收

获丰硕的果实。这种华而不实的做法注定

是没有生命力的，必将被历史淘汰。

湖北某预备役高炮师立足营连实

际，以问题为导向，倒逼升级“营连部信

息化建设 2.0 版本”，这种不讳言问题

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务实态度，是难能可

贵的。有了这种态度，军队信息化建设

就不怕没有大的改进，打赢未来战争也

就有了更多的胜算。

霸州市人武部主题教育出实招

品读经典 塑品格砺胆气
本报讯 武双河、曹振胜报道：“怒发

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

啸，壮怀激烈……”10 月 28 日，笔者在河

北霸州市人武部学习室看到，全体干部职

工正在声情并茂地朗诵诗词《满江红》，铿

锵有力的节奏将岳飞精忠报国的赤胆豪

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热血沸腾。这是该

人武部通过开展“品读传统经典，塑造优秀

品格”活动深化主题教育的一个场面。

该人武部针对干部职工对传统经

典文化了解不多不深的实际，把开展“品

读传统经典，塑造优秀品格”活动与培育

“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有机结合起来，让

大家通过上网查、翻书找，互相学、集思广

益，把传统经典串联成一首首气势磅礴的

赞歌，让大家在研读《论语》《师说》中感悟

学无止境、学海无涯的道理；在品读《离

骚》《出师表》中强化赤诚报国、无私奉献

的意识；在朗读《凉州词》的“醉卧沙场君

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出塞》的“但使

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等名句中

激励敢于亮剑、视死如归的血性胆气。

梁鑫宇朗诵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句，使干部职

工重温了鸦片战争历史；“三十功名尘

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岳飞收复失

地、重整山河精忠报国的故事，再现了

英雄不屈不挠的坚强信念和爱国情怀。

为确保活动效果，人武部利用党委

中心组带领大家开展理论学习、党团活

动等时机，组织阅读经典比赛和学习交

流，并将爱国战斗诗词名言名句汇集成

册，印发给大家学习欣赏。人武部政委颜

士忠告诉笔者：“组织学习这些传统经典

既让大家塑造了品格、砺炼了胆气，又寓

教于乐、深化了主题教育活动效果。”

法库县人武部

组织封闭强化训练
本报讯 廖庆国报道：11 月中

旬，辽宁省法库县人武部组织部队

干部职工进行封闭强化训练。他们

针对部队动员支前、保障部队过境、

防卫重要目标等作战任务，设置实

战化战术背景，组织现役干部及专

武干部练各项技能，增强了他们能

打胜仗的决心。

河池军分区去除训练假把式

比武不挑“明星”登台
本报讯 赵永安、刘忠存报道：11

月上旬，广西河池军分区组织的民兵应

急分队比武如期进行，4００ 多名民兵参

加了比武，不仅总体成绩不如往年，而且

其中几个科目的成绩不合格。军分区司

令员李成说：“我们今年的民兵比武不再

是大众搭台、尖子唱戏，比武明星消失

了,问题暴露出来了，我们就是要真打实

备去除训练假把式。”

以往，军分区组织民兵分队比武时，

参加的各科目均由各单位自己推荐，参加

的科目都是参赛者最拿手的，训练“瘸腿”

的问题被掩盖了，成绩单相当地耀眼。可

在去年参加广西军区组织的民兵建制连

比武时，许多“南郭先生”便暴露了出来。因

此，今年年初制定训练计划时，军分区党

委态度明确，一切从严从实出发，刀口向内

不怕出丑。此次比武前，军分区规定各单位

凡具备条件参加者均作为参考对象，每个

科目开始前按照花名册进行随机抽点，严

格禁止挑选“明星”登台，于是出现了本文

开头的一幕。

没有了“比武明星”，虽然比武成绩

不如往年光鲜，却真实地反映了民兵的

训练水平，为下一步的训练提高了针对

性，同时也极大激发了每一位民兵的参

训热情。该军分区真抓实备、沙场点兵的

做法得到了广西军区首长的赞赏，军区

副参谋长廖长武告诉笔者，只有平时训

练实打实，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才能见成

效，只有民兵应急队伍全面素质的提高，

我们才能成为驻地人民的护卫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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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真话是一个领导干部真理在身、正

义在手和有公心、有正气的重要体现。敢

讲真话，是一种境界、一种修养、一种能

力，更是一个党员干部必备的基本道德和

政治素质，体现了党性修养。

何为真话？就是不加伪装和修饰讲出

的真心话，实事求是，不虚伪、不掩盖，保

持事物的真实面目。我党一向强调求真务

实、实事求是，就是因为“真实”是对一切

问题思考、决策和采取行动的基础，“真

实”是一切结论的前提，如果前提是假的，

作出的一切判断都是假的，导致行为结果

也必然是错误的。只有讲真话，才能真实

反映情况、具体揭示问题，促进各级党委

领导科学决策，有效解决问题

时下，个别党员干部不敢讲真话，不

愿讲真话，对于部队工作中存在的矛盾

和问题，不敢如实向上反映，甚至好大喜

功，习惯言喜藏忧、扬长护短。其原因无

非是私心作怪。有的怕讲了真话受到上

级批评，遭遇冷眼，被穿小鞋；有的怕讲

了真话，得罪他人；有的怕讲真话，影响

个人进步。

讲真话体现求真务实、直面问题的思

想作风，彰显无私无畏、对党和人民事业

高度负责的态度。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不

论是讲自己的问题还是讲别人的问题，都

会直言不讳，不怕暴露弱项；也不怕刺痛

自己，得罪别人。为了党和军队的事业，为

了树立良好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每个

党员干部都应坚持讲党性不讲私情、讲原

则不讲关系、讲真理不讲面子，实事求是，

讲真话实话，光明磊落、开诚布公，毫不隐

瞒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将部队的真实情况、

存在问题和自己的想法、意见、建议一五一

十地讲出来，报告给上级领导和机关进行

科学决策，以有益于部队建设科学发展。
快快言言快快语语

建湖县人武部

“四查四看”纠治问题
本报讯 施伟、姜爱东报道：11

月上旬，江苏省建湖县人武部针对个别

干部职工消极怠工的实际，以“四查四

看”(查思想，看理想信念是否坚定；查

作风，看清理整治是否归零；查履职，看

开展工作是否尽责；查守纪，看军人职

工形象是否良好)为抓手，重点纠治干

部职工个人不良作风，引导他们自觉遵

规守纪，树立军人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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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县人武部整治不担当不作为

人人上台 晾晒整改清单
本报讯 赵鲁亚、胡存龙报道：“在

工作中，我自身主要存在抓工作落实的

力度不够，怕工作失误、冒风险，导致工

作被动，满足于现状等，请领导和同志

们予以监督。”这是 11 月中旬，山东省

曹县人武部在开展“不担当不作为”问

题专项整治活动中，人人晾晒自己整改

清单的一个镜头。

在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整顿

活动中，曹县人武部党委“一班人”在调

研中发现，人武部机关干部职工和基层

专武干部不同程度地存在工作懈怠、对

任务置若罔闻、行动迟缓；对职责范围

内开展工作遇到的困难问题，往往避重

就轻，敷衍塞责等。诸如此类“不担当不

作为”的现象日益凸显。

针对此问题，曹县人武部党委决定

出重拳整治机关干部职工和基层专武

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不担当不作为”现

象，该人武部成立了专项整治活动领导

小组，制定了开展“不担当不作为”问题

专项整治活动实施方案，活动历时 3 个

月，从 10 月份开始，12 月底结束，分宣

传动员、自查自纠、督导检查和整改提

高四个阶段进行。重点对等靠、守摊、享

受、旁观、功利、本位六种思想倾向进行

整治，对查摆出“不担当不作为”的清单

安排专人进行梳理汇总，实行通报公

示、定期销号制，确保人人做到行有所

循、行有所止，养成“在岗有为、必须作

为”新常态。

据该人武部政委王晓强介绍，自活

动开展以来，无论是人武部机关的干部

职工，还是基层的专武干部都能够从思

想上引起高度重视，在行动上做到自我

加压，务军兴武、爱岗敬业意识明显增

强，全县武装系统逐渐呈现出人心齐、

风气正、干劲足的良好风气，有力推动

了全县民兵预备役建设科学健康发展。

1 1 月上旬，贵州某预备役团组

织部队官兵进行分队战术作业演练。

此次演练，该团对战场进行高强度、高

对抗模拟，设置各种险局，让“敌情”充

斥整个训练场。图为官兵在战地进行

“红蓝”对抗演练。

代 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