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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上旬，新疆乌鲁木齐警备区组织应急民兵连开展冬季适应性训练。尽

管空中下着漫天大雪，天气寒冷，民兵队员始终保持着饱满的训练热情和高昂

的战斗作风。图为民兵进行队列训练。 何朝志摄国 防 时 讯

陕西某预备役高炮师与驻训地展开跨省共建

“联姻书”让双方互惠共赢
本报讯 王孝君、董福海报道：讲授

科学种植技术、介绍创业致富经验……
立冬日，陕西某预备役高炮师组织多名
专家教授来到宁夏同心县开展帮扶活
动，将富民技术送到群众手中。“这是我
们开展双拥共建的举措之一，‘联姻书’
在两省军民间架起了一座连心桥。”该师
师长董普选告诉笔者。

去年，该师组织跨省远程机动演练，
宁夏同心县成为该师野外驻训的驻扎
地。由于是首次驻训，不熟悉当地环境、
路线和民情，部队在开进途中各种情况
频发，开进缓慢。

此事引起同心县党政军领导的重视：
“部队训练打得赢，百姓才有好日子。我们
应该为部队行进开绿灯，为部队训练提供
便利，才不会拖战斗力建设的后腿。”今年，
在同心县政府和群众的帮助下，该师圆满
完成了整建制拉动演练考核任务。“同心
县拥军队伍伴随保障，让我们在演兵场上
尽情地发挥了一把！”董普选说道。

民拥军，军爱民。回到驻地，该师党
委就草拟了一份《军民共建协议书》送至
同心县政府。根据协议，同心县在该师外
训期间，为其提供住宿场地、交通运输、
人员就餐、军需油料等方面的便利，负责

该师在当地的协调、接洽和联络工作。与
此同时，该师积极发挥其地处西北经济
中心的优势，在教育、人才、技术等方面，
为同心县提供美丽村庄建设、特色产业
发展、实用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支持，帮助
他们发展地方经济。

有了规范协议，该师“战”前通联程
序被大大简化，如今拿着协议到相关部
门办理，仅一个小时就能办理完所有手
续。“在驻训地遇到保障难题，我们再也
不用为托熟人办公事而烦恼了，‘联姻
书’让军地双方真正实现了互惠共赢。”
该师后勤部助理王文飞告诉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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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郭磊、特约记者周仁报
道：11 月初，在湖南省安化县县城新客
运站的墙体上，竖起了一块巨幅国防教
育户外广告牌，循环播放的国防教育宣
传片引来众多人群驻足观看。

对于这块黄金广告位，曾有不少商
家想用重金购得，却连连遭遇闭门羹。
“能将这块黄金广告位用于国防教育
宣传，是我县建立军地事项协调会沟
通机制，解决武装建设事宜的成果之
一。”县人武部政委熊杰告诉记者。今
年以来，该县已举办 8 次军地事项协
调会，解决事关武装工作和部队建设的
10 多个难题。

随着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军地联系
愈加密切，尤其是涉及到一些事关国防
和武装建设的难题均需军地协调、社会
参与才能解决。“以往，我们通过召开第
一书记办公会、军地联席会、议军会等
进行沟通，但遇到一些棘手难题，很难
在第一时间得到有效解决。”为此，该县
人武部部长鲁志坚提出了建立“军地事
项协调会”的想法很快便得到该县党政
领导的积极回应。人武部趁热打铁，立
即与县委、县政府协商，共同制定出台
了《关于建立“军地事项协调会”的实施
意见（暂行）》。
《实施意见》规定，在原有的办公

会、议军会基础上，按季度召开军地部
门对口会，每月召开科（室）联络会，所
有会议筹备由县委或县政府牵头。关于
民兵训练、兵员征集等武装工作建设中
的重难点问题，由人武部提出需求，地
方相关部门拿出解决方案，集中军地力
量特事特办、急事急办，为武装建设提
供“一站式服务”。此外，他们还将会议

决议落实情况纳入地方绩效考核内容，
确保会议成效。

“加强县人武部应急民兵队伍建
设”是军地事项协调会上通过的第一个
决议。前年，该县人武部根据上级要求
组建了一支民兵应急分队，由县里负责
日常费用开支。但在去年，有关部门却
对这支应急分队提出异议。在军地协调
会上，县人武部提出了民兵应急分队组
织严密、行动迅速等特点，举例说明民
兵应急分队多次执行急难险重任务发
挥的重要作用。与会地方领导在听取汇
报后现场拍板：这支队伍只能加强，不
能削弱。经商议，该县相关经费保障等
政策陆续出台。如今，民兵应急分队已
成为该县执行战备执勤、维稳处突、应
急应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为解决全县开展国防教育和爱国主
义教育场地缺乏的难题，该县县委、县政
府下决心在该县柘溪镇筹建全国第一个
县级国防教育广场和军事陈列馆。今年
初，县里专门召开军地事项协调会，宣传、
文化、建设、国土、规划等相关部门参加，
现场办公商量解决对策，共同推进国防
教育广场建设。目前已申领了飞机、坦
克、火炮、装甲车、高射炮等多型退役武器
装备，预计年底建成开放。

前不久，该县新客运站修建竣工，
人武部领导在会议上提议，在新客运站
的墙体显著位置竖立国防教育宣传牌，
当即得到县领导同意并批复。这才出现
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军地事项协调
会机制的建立，为解决武装建设难题提
质增速，实现了‘一站式服务’。”该县人
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县委书记杨光鑫欣
慰地说道。

辽宁某预备役团

任命行家里手督导训练

本报讯 王雨亭报道：10 月 16 日，
在辽宁某预备役团的交班会上，团长王
绍山宣布：解散原先由非作训口机关干
部组成的督导组，明确训练督导任务必
须由作训骨干担任。

为加强训练检查监督，上半年，该团
专门抽调了 3 名机关干部组成训练督导
组，深入训练场检查指导官兵训练情况。
不久前，团长王绍山来到师训练基地抽查
官兵训练情况，训练督导员、军务股长陈
会春向他汇报：“二营指挥排通信班正在
进行通信训练，人员参训率 100%……”听
取汇报时，王绍山发现一名战士慌慌张
张地走向战位，准备调换电台频率。王绍
山随手把这名战士的耳包拿过来放在了
耳边。“这就是所谓的训练情况良好？”原
来，这名战士正在利用电台收听音乐节
目。随后，他还发现在炮班协同操作中，
因督导员刻意求快，导致炮手在四个炮

脚水准器尚未达到标准要求，就急忙报
“好！”在实弹射击中，这不仅会影响到炮
手的射击精度，更有甚者还会酿成安全
事故。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督导组如果由非作训口的机关干部担
任，组织检查时，大多只能是查人数、看
器材，具体训练效果如何，很难知晓。这
样一来，不仅查不出问题，还可能会出现
指挥不当的情况。

鉴于此，该团党委决定，解散原来的
督导组，从优秀技术骨干、训练骨干中挑

选督导员。一营营长席磊精通高炮专业，
是沈阳军区优秀“四会”教员，还担任过
作训股长，凭借过硬的专业素质，他第一
个入选督导组；装备股长李光一直从事
高炮专业，在几次考核中均取得优异成
绩，也当上了督导员。新选拔的督导员都
是一专多能的训练尖子。

行家里手担任训练督导员后，各种
训练问题在第一时间就被发现和纠正，
部队训练质量有了提升，在前不久的实
弹射击演习中，该团取得了四个单项第
一的好成绩。

驿城区人武部创新民兵训练考核方法

“五小”模式提高训练效益
本报讯 赵辉、特约通讯员刘韬报

道：止血包扎、心肺复苏、现场急救……
11 月初，在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组织
的医学救援演练现场，民兵医疗救护队
员以娴熟的动作完成了紧急医疗救援的
课目考核。

民兵寓兵于民，分布在各行各业，参
与大型训练、演习的机会较少。为此，在
制订年度民兵训练考核计划时，驿城区
人武部确立了“不求大而全，抓好小而
精”的思路，把“小培训、小讲座、小比武、
小演练、小考核”作为民兵训练考核的主
要方法。

在年度训练考核工作开始前，区人
武部组织专门力量对编兵单位与应急应

战任务进行摸底核实，为开展民兵军事
素质综合考评制定考核方案。与此同时，
据训练大纲，对考核项目进行细化分类，
将体能、队列、应急动员和适应性技能等
5 个课目列为基本考核课目，根据编兵
单位特点，由民兵营连自主组训，街道、
乡镇武装部组织检查督导。

此外，专业集训、协同训练和应
急应战课目演练由人武部组织，每半
年进行一次；所属民兵专业分队成立
70 多个训练互助小组，由退伍军人或
技术能手担任“领班”，利用岗位培
训、技能升级、素质认证等时机，开展
重点课目攻关，或模拟突发事件锤炼
民兵协同作战能力；组织辖区内 50

多个有编组任务的企事业单位紧扣
行业特点和实战需求，采取多种形式
开展岗位练兵和技术比武活动。该人
武部电力抢修、通信保障、医疗救护、
道桥抢修等 10 多支民兵应急分队，
作为参战支前的重要力量，先后进行
战时物资装卸、紧急疏散、通信光缆
抢修及抢险救灾等内容演练，培养了
300 多名技术能手。
“五小”训练考核模式的运用，使民

兵队伍的训练成果相继凸显。截至目前，
这个区属编兵单位已有 13 项民兵科技
练兵成果通过实战化检验，有 26 名民兵
训练骨干被省、市评为“民兵训练标兵”
或“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11月 6日，江苏省丹阳市人武部组织民兵参加由镇江军分区举办的民兵应急连实战化课目比武竞赛。图为民兵参加

扛圆木比赛。 杨建军摄

乌尔禾区人武部

狠抓营区安全教育
本报讯 吴加福、寇明聪报道：11月

下旬，新疆克拉玛依市乌尔禾区人武部组
织干部职工开展营区安全教育。该人武部
坚持从内部管理抓起，以抓紧安全教育不
放松、抓紧车辆管理不放松、抓紧自身防
护不放松、抓紧网络安全不放松为切入
点，构建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网
络，有效增强了干部职工的安全责任意
识，促进了安全工作的末端落实。

尖草坪区人武部

开展应急救援培训
本报讯 王国权、李程报道：11 月

下旬，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武部组
织专武干部和民兵骨干开展应急救援技
能培训。集训围绕应急救援、自救互救、
识图用图等课目展开。集训结束后，组织
考核验收，考核结果作为年底评选先进、
职务晋升的依据。通过此次集训，专武干
部和民兵骨干的组织指挥能力得到进一
步提升，基本军事技能得到强化。

中原区人武部

走村入户精准扶贫
本报讯 程雨笋、井涛报道：11 月

中旬，河南省中原区人武部组织干部职
工走进冯湾村，为村里 36 户贫困家庭和
9 户低保户带去基本生活慰问品和慰问
金。从去年开始，该人武部就采取技术帮
助、资金扶持等形式开展精准扶贫，不仅
提高了村民收入，更增加了农民就业技
能，得到驻地群众好评。

红塔区人武部

举办诗歌朗诵比赛
本报讯 夏友林、张儒顺报道：１１

月下旬，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人武部举
办了“敢于担当，讴歌军魂”的主题诗歌
朗诵比赛，来自全县 21 支民兵代表队、
共 37 名选手参加了比赛。选手们紧扣主
题，结合岗位实际和身边人、身边事，把
自己对军人责任担当的认识、工作实践
及体会用诗朗诵的方式表达出来，进一
步深化了教育效果。

黑龙江某预备役团

考核不设预案不搞预演
本报讯 牛文、朱永峰报道：不设预

案，不搞预演，不留准备时间。11 月初，
黑龙江某预备役高炮团三营接受师战备
综合演练考核，演练全程情况不断，这让
官兵惊出了一身冷汗。营长皮继勇感慨
地说：“贴近实战的战术演练和打仗一
样，逼着官兵锤炼真本领！”

笔者在战备综合演练考核现场看
到，机动途中，面对“前方染毒地段”“小

股敌人袭扰”等突发情况，各分队指挥员
沉着应对，迅速改变行军方向，确定行军
路线，加强对空警戒的同时，继续向集结
地域开进。
“硝烟味逼出了‘练为战’”，该师副师

长李建华告诉笔者，只有把战斗力标准牢
固树立起来，才能根除“练为演”“练为看”
的顽固症结。以往组织战术综合演练，该
师都会提前设置好课目或是挖好掩体，殊

不知战场情况多变，根本没有固定答案。
这次演练，该师考核组改变以往把

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事先通报部队的做
法，随机选定考核单位，随机抽点参考人
员，现场评判打分，而且从快速集结到应
对突发情况，从任务部署到实施打击，不
设预案、不搞预演，设置的考核课目都是
随机生成，8 个小时内连考 5 个贴近实
战的课目，让官兵们在近似实战的环境
里淬火磨炼。

战术综合演练考核硝烟弥漫，总结
讲评“炮声”不断。有关组织指挥、后装保
障等 3 个课目近 4 处“败笔”被责令再过
遍筛子。笔者再次置身该团训练场看到，
返工课目成绩得到提升，官兵严训实练
蔚然成风。

编辑短评 ■张军胜

快车道开得好
“一站式服务”，其实质是服务的集

成、整合，关键是快，优点是流程简化，

效率提高。湖南省安化县为武装建设提

供一站式服务，犹如开辟了一个办实事

的快车道，急事急办，现场拍板，让前来

办事的驻军部队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来的开心，办得顺心。此举鼓舞人心，温

暖军心。

支持和关心武装建设是地方政府

义不容辞的责任，照理说办理武装工作

相关事宜应该干脆麻利。但很多时候，

因为走程序、等审批，经常出现拖拖拉

拉，甚至久拖不决的现象。有的事可以

拖，有的事就不能拖。兵者，国之大事。

但凡涉及武装建设的事都是关乎某一

区域、某一方向，抑或涉及大局的事，快

马加鞭都可能会延误战机，如若犹豫迟

疑就更是“伤不起”。当前，军事斗争准

备加速推进，部队官兵正满怀信心投身

国防和军队改革大潮之中，地方党委政

府更应该在服务部队、保障打赢上主动

作为，勇于担当，让一站式服务的快车

道成为平坦通途，在其职责范围内既快

又好地解决好武装建设的难题。

陕西某预备役高炮师与驻训地展开跨省共建

“联姻书”让双方互惠共赢
本报讯 王孝君、董福海报道：讲授

科学种植技术、介绍创业致富经验……
立冬日，陕西某预备役高炮师组织多名
专家教授来到宁夏同心县开展帮扶活
动，将富民技术送到群众手中。“这是我
们开展双拥共建的举措之一，‘联姻书’
在两省军民间架起了一座连心桥。”该师
师长董普选告诉笔者。

去年，该师组织跨省远程机动演练，
宁夏同心县成为该师野外驻训的驻扎
地。由于是首次驻训，不熟悉当地环境、
路线和民情，部队在开进途中各种情况
频发，开进缓慢。

此事引起同心县党政军领导的重视：
“部队训练打得赢，百姓才有好日子。我们
应该为部队行进开绿灯，为部队训练提供
便利，才不会拖战斗力建设的后腿。”今年，
在同心县政府和群众的帮助下，该师圆满
完成了整建制拉动演练考核任务。“同心
县拥军队伍伴随保障，让我们在演兵场上
尽情地发挥了一把！”董普选说道。

民拥军，军爱民。回到驻地，该师党
委就草拟了一份《军民共建协议书》送至
同心县政府。根据协议，同心县在该师外
训期间，为其提供住宿场地、交通运输、
人员就餐、军需油料等方面的便利，负责

该师在当地的协调、接洽和联络工作。与
此同时，该师积极发挥其地处西北经济
中心的优势，在教育、人才、技术等方面，
为同心县提供美丽村庄建设、特色产业
发展、实用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支持，帮助
他们发展地方经济。

有了规范协议，该师“战”前通联程
序被大大简化，如今拿着协议到相关部
门办理，仅一个小时就能办理完所有手
续。“在驻训地遇到保障难题，我们再也
不用为托熟人办公事而烦恼了，‘联姻
书’让军地双方真正实现了互惠共赢。”
该师后勤部助理王文飞告诉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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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郭磊、特约记者周仁报
道：11 月初，在湖南省安化县县城新客
运站的墙体上，竖起了一块巨幅国防教
育户外广告牌，循环播放的国防教育宣
传片引来众多人群驻足观看。

对于这块黄金广告位，曾有不少商
家想用重金购得，却连连遭遇闭门羹。
“能将这块黄金广告位用于国防教育
宣传，是我县建立军地事项协调会沟
通机制，解决武装建设事宜的成果之
一。”县人武部政委熊杰告诉记者。今
年以来，该县已举办 8 次军地事项协
调会，解决事关武装工作和部队建设的
10 多个难题。

随着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军地联系
愈加密切，尤其是涉及到一些事关国防
和武装建设的难题均需军地协调、社会
参与才能解决。“以往，我们通过召开第
一书记办公会、军地联席会、议军会等
进行沟通，但遇到一些棘手难题，很难
在第一时间得到有效解决。”为此，该县
人武部部长鲁志坚提出了建立“军地事
项协调会”的想法很快便得到该县党政
领导的积极回应。人武部趁热打铁，立
即与县委、县政府协商，共同制定出台
了《关于建立“军地事项协调会”的实施
意见（暂行）》。
《实施意见》规定，在原有的办公

会、议军会基础上，按季度召开军地部
门对口会，每月召开科（室）联络会，所
有会议筹备由县委或县政府牵头。关于
民兵训练、兵员征集等武装工作建设中
的重难点问题，由人武部提出需求，地
方相关部门拿出解决方案，集中军地力
量特事特办、急事急办，为武装建设提
供“一站式服务”。此外，他们还将会议

决议落实情况纳入地方绩效考核内容，
确保会议成效。

“加强县人武部应急民兵队伍建
设”是军地事项协调会上通过的第一个
决议。前年，该县人武部根据上级要求
组建了一支民兵应急分队，由县里负责
日常费用开支。但在去年，有关部门却
对这支应急分队提出异议。在军地协调
会上，县人武部提出了民兵应急分队组
织严密、行动迅速等特点，举例说明民
兵应急分队多次执行急难险重任务发
挥的重要作用。与会地方领导在听取汇
报后现场拍板：这支队伍只能加强，不
能削弱。经商议，该县相关经费保障等
政策陆续出台。如今，民兵应急分队已
成为该县执行战备执勤、维稳处突、应
急应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为解决全县开展国防教育和爱国主
义教育场地缺乏的难题，该县县委、县政
府下决心在该县柘溪镇筹建全国第一个
县级国防教育广场和军事陈列馆。今年
初，县里专门召开军地事项协调会，宣传、
文化、建设、国土、规划等相关部门参加，
现场办公商量解决对策，共同推进国防
教育广场建设。目前已申领了飞机、坦
克、火炮、装甲车、高射炮等多型退役武器
装备，预计年底建成开放。

前不久，该县新客运站修建竣工，
人武部领导在会议上提议，在新客运站
的墙体显著位置竖立国防教育宣传牌，
当即得到县领导同意并批复。这才出现
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军地事项协调
会机制的建立，为解决武装建设难题提
质增速，实现了‘一站式服务’。”该县人
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县委书记杨光鑫欣
慰地说道。

辽宁某预备役团

任命行家里手督导训练

本报讯 王雨亭报道：10 月 16 日，
在辽宁某预备役团的交班会上，团长王
绍山宣布：解散原先由非作训口机关干
部组成的督导组，明确训练督导任务必
须由作训骨干担任。

为加强训练检查监督，上半年，该团
专门抽调了 3 名机关干部组成训练督导
组，深入训练场检查指导官兵训练情况。
不久前，团长王绍山来到师训练基地抽查
官兵训练情况，训练督导员、军务股长陈
会春向他汇报：“二营指挥排通信班正在
进行通信训练，人员参训率 100%……”听
取汇报时，王绍山发现一名战士慌慌张
张地走向战位，准备调换电台频率。王绍
山随手把这名战士的耳包拿过来放在了
耳边。“这就是所谓的训练情况良好？”原
来，这名战士正在利用电台收听音乐节
目。随后，他还发现在炮班协同操作中，
因督导员刻意求快，导致炮手在四个炮

脚水准器尚未达到标准要求，就急忙报
“好！”在实弹射击中，这不仅会影响到炮
手的射击精度，更有甚者还会酿成安全
事故。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督导组如果由非作训口的机关干部担
任，组织检查时，大多只能是查人数、看
器材，具体训练效果如何，很难知晓。这
样一来，不仅查不出问题，还可能会出现
指挥不当的情况。

鉴于此，该团党委决定，解散原来的
督导组，从优秀技术骨干、训练骨干中挑

选督导员。一营营长席磊精通高炮专业，
是沈阳军区优秀“四会”教员，还担任过
作训股长，凭借过硬的专业素质，他第一
个入选督导组；装备股长李光一直从事
高炮专业，在几次考核中均取得优异成
绩，也当上了督导员。新选拔的督导员都
是一专多能的训练尖子。

行家里手担任训练督导员后，各种
训练问题在第一时间就被发现和纠正，
部队训练质量有了提升，在前不久的实
弹射击演习中，该团取得了四个单项第
一的好成绩。

驿城区人武部创新民兵训练考核方法

“五小”模式提高训练效益
本报讯 赵辉、特约通讯员刘韬报

道：止血包扎、心肺复苏、现场急救……
11 月初，在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组织
的医学救援演练现场，民兵医疗救护队
员以娴熟的动作完成了紧急医疗救援的
课目考核。

民兵寓兵于民，分布在各行各业，参
与大型训练、演习的机会较少。为此，在
制订年度民兵训练考核计划时，驿城区
人武部确立了“不求大而全，抓好小而
精”的思路，把“小培训、小讲座、小比武、
小演练、小考核”作为民兵训练考核的主
要方法。

在年度训练考核工作开始前，区人
武部组织专门力量对编兵单位与应急应

战任务进行摸底核实，为开展民兵军事
素质综合考评制定考核方案。与此同时，
据训练大纲，对考核项目进行细化分类，
将体能、队列、应急动员和适应性技能等
5 个课目列为基本考核课目，根据编兵
单位特点，由民兵营连自主组训，街道、
乡镇武装部组织检查督导。

此外，专业集训、协同训练和应
急应战课目演练由人武部组织，每半
年进行一次；所属民兵专业分队成立
70 多个训练互助小组，由退伍军人或
技术能手担任“领班”，利用岗位培
训、技能升级、素质认证等时机，开展
重点课目攻关，或模拟突发事件锤炼
民兵协同作战能力；组织辖区内 50

多个有编组任务的企事业单位紧扣
行业特点和实战需求，采取多种形式
开展岗位练兵和技术比武活动。该人
武部电力抢修、通信保障、医疗救护、
道桥抢修等 10 多支民兵应急分队，
作为参战支前的重要力量，先后进行
战时物资装卸、紧急疏散、通信光缆
抢修及抢险救灾等内容演练，培养了
300 多名技术能手。
“五小”训练考核模式的运用，使民

兵队伍的训练成果相继凸显。截至目前，
这个区属编兵单位已有 13 项民兵科技
练兵成果通过实战化检验，有 26 名民兵
训练骨干被省、市评为“民兵训练标兵”
或“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黑龙江某预备役团

考核不设预案不搞预演
本报讯 牛文、朱永峰报道：不设预

案，不搞预演，不留准备时间。11 月初，
黑龙江某预备役高炮团三营接受师战备
综合演练考核，演练全程情况不断，这让
官兵惊出了一身冷汗。营长皮继勇感慨
地说：“贴近实战的战术演练和打仗一
样，逼着官兵锤炼真本领！”

笔者在战备综合演练考核现场看
到，机动途中，面对“前方染毒地段”“小

股敌人袭扰”等突发情况，各分队指挥员
沉着应对，迅速改变行军方向，确定行军
路线，加强对空警戒的同时，继续向集结
地域开进。
“硝烟味逼出了‘练为战’”，该师副师

长李建华告诉笔者，只有把战斗力标准牢
固树立起来，才能根除“练为演”“练为看”
的顽固症结。以往组织战术综合演练，该
师都会提前设置好课目或是挖好掩体，殊

不知战场情况多变，根本没有固定答案。
这次演练，该师考核组改变以往把

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事先通报部队的做
法，随机选定考核单位，随机抽点参考人
员，现场评判打分，而且从快速集结到应
对突发情况，从任务部署到实施打击，不
设预案、不搞预演，设置的考核课目都是
随机生成，8 个小时内连考 5 个贴近实
战的课目，让官兵们在近似实战的环境
里淬火磨炼。

战术综合演练考核硝烟弥漫，总结
讲评“炮声”不断。有关组织指挥、后装保
障等 3 个课目近 4 处“败笔”被责令再过
遍筛子。笔者再次置身该团训练场看到，
返工课目成绩得到提升，官兵严训实练
蔚然成风。

编辑短评 ■张军胜

快车道开得好
“一站式服务”，其实质是服务的集

成、整合，关键是快，优点是流程简化，

效率提高。湖南省安化县为武装建设提

供一站式服务，犹如开辟了一个办实事

的快车道，急事急办，现场拍板，让前来

办事的驻军部队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来的开心，办得顺心。此举鼓舞人心，温

暖军心。

支持和关心武装建设是地方政府

义不容辞的责任，照理说办理武装工作

相关事宜应该干脆麻利。但很多时候，

因为走程序、等审批，经常出现拖拖拉

拉，甚至久拖不决的现象。有的事可以

拖，有的事就不能拖。兵者，国之大事。

但凡涉及武装建设的事都是关乎某一

区域、某一方向，抑或涉及大局的事，快

马加鞭都可能会延误战机，如若犹豫迟

疑就更是“伤不起”。当前，军事斗争准

备加速推进，部队官兵正满怀信心投身

国防和军队改革大潮之中，地方党委政

府更应该在服务部队、保障打赢上主动

作为，勇于担当，让一站式服务的快车

道成为平坦通途，在其职责范围内既快

又好地解决好武装建设的难题。

11月下旬，贵州省凯里军分区组织对所属县（市）人武部进行年度考核，检

验民兵队伍训练水平。图为民兵快速通过涉水地段。 梁红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