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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业当主抓 专职更专心
———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加强专武干部队伍建设纪事

■赵 峰 王希堂

10 月 29 日，在河北省张家口市下
花园区召开的征兵工作总结表彰大会
上，圆满完成今年征兵任务的城镇街道
办事处武装部部长姜伟被表彰为征兵
工作先进个人。与此同时，辛庄子乡武
装部部长张鑫宇由于没有完成年度征
兵任务，受到点名批评。

这是下花园区人武部落实年初制
定的《下花园区专武干部工作规定及管
理办法》的举措之一。对此，区人武部部
长刘富保这样说道：“只有做到奖惩分
明，才能激发出无穷的干劲。”

不专心就会“掉链子”

“我真的去不了，找个人顶替行不
行？”2014 年 4 月，接到参加市专武干部
集训的通知后，下花园乡武装部部长王
志剑找到区人武部政委张兰旺要求请
假，被当面拒绝。“说句实在话，不是我
不想去，而是我确实脱不开身。”原来，
除负责森林防火、计划生育、信访等
工作外，王志剑还兼任棘针屯村的党
支部书记，这些工作大都有硬指标，
责任重、压力大，牵扯精力多。久而
久之，兼职成了主业，专武不能专心，
武装工作反而成了副业。

无独有偶，2014 年 10 月 1 日下
午，为检查应急值班分队节日战备情
况，下花园区人武部随机对担负节日
值班的区直民兵应急排进行拉动演练。
民兵值班分队按规定时间到达集结位
置，区直民兵应急排指挥员、区直武
装部部长杨杰森却久久不见人影，几
番电话催促后才姗姗来迟，比规定时
间整整晚了 1 个小时。原来杨杰森在
明知担负值班任务的情况下，仍然到
市里参加同学聚会，从 50 多公里外匆
匆赶回，不迟到才怪。

其实这样的尴尬还很多，有的专武
部长对基干民兵年龄限制是多少不清
楚，有的对民兵应急分队出动时限有什
么要求答不上来……一次次洋相频出，
既反映出专武干部工作不尽心、能力素
质不高，也让人武部领导感到了很大压
力———专武干部身处基层武装工作最
前沿，他们的工作态度和能力素质关系
到全区武装工作的水平。

让奖惩成为“风向标”

为摸清全区专武干部的素质底
数，人武部先后印发调查问卷 400 余
份，发送征求意见函 40 多件，召开座
谈会 6 次，并派出工作组进行了深入
调研，梳理出基层专武干部普遍存在
的几个问题：职责意识淡化，进取精神
不强，在职不尽职，工作不尽心；兼职
过多，精力难以集中，个别专武干部成
了“万金油”，社会治安、安全生产、民
政、机关后勤等工作成了主业，本职工
作反而变成了副业；由于任职前没有
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和民兵基层建设
业务系统培训，军事素质较差，缺乏武
装工作的理论知识，干起工作特别是

军事工作力不从心……
“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完善专武干

部奖惩激励机制，依靠制度推动工作落
实。”在调研总结会上，人武部政委张兰
旺这样说道。

为此，人武部经过与区委、区政府
协调沟通，以河北省《专武干部工作规
定实施办法》为依据，结合下花园区实
际，军地联合出台了《区专武干部工作
与管理规范》。其中明确指出：连续 3
年考核结果优秀的专武干部，区人武
部向地方组织部门推荐优先提拔使
用；对任现职满 10 年、连续 6 年考核
为优秀的，提高一个职务等级。考核结
果不称职的，由人武部主官进行诫勉
谈话；连续两年考核不称职的，免职或
调离武装工作岗位。在专武干部的调
整使用上，人武部有一票否决权。民兵
整组、征兵等重大工作期间，不允许专
武干部兼职；其他时间需要兼职的，工
作应当与本职相关相近，且必须报区
人武部批准、备案……

在 2014 年 12 月的年终工作总结
大会上，人武部政委张兰旺再次强调：
“只要干得好，出路不必自己找。干得
不行，严格落实制度规定，一票否
决。”这番话给了全区专武干部很大的

触动：干好本职才有出路。

新机制亮出“硬杠杠”

一系列举措，让全区专武干部既感
到了压力，也看到了奔头和希望，纷纷
放开手脚大胆干事业。

2015 年 4 月，河北省军区检查组
对下花园区民兵应急分队进行实兵实
装拉动。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区直
武装部部长杨杰森不仅按照时间要求
完成了拉动演练，而且他标准的队列
动作、声音洪亮的报告，受到了省军
区工作组的好评。

2015 年 5 月，在张家口军分区组
织的全市专武干部能力集训中，参训
的下花园区专武干部认真听讲、服从
管理、严格训练、表现出色，在军分
区组织的队列考核中，取得了全市第
3 名的好成绩。

2015 年 6 月，在军分区组织的民兵
“四会”政治教练员比武竞赛中，下花园
区段家堡乡武装部部长刘贝贝经过奋
力拼搏，获得了全市专武干部第 2 名的
好成绩。可谁能想到，讲台上声音抑扬
顿挫、收放自如的他，一年前连基本的
队列口令都喊不出来。正是因为看到了
自己能力素质的短板，一年来他主动报
名参加省军区、军分区组织的两次专武
干部集训，能力素质明显提升。

同样，人武部对落实工作不力的
个人进行了问责。今年 3 月，任职 7
年的定方水乡武装部部长王金君因民
兵整组期间兵役登记人数达不到要求，
不仅受到批评，还在全区专武干部大
会上做了检查。

干实事的吃香，混日子的没市
场。一年来，下花园区专武干部的精
神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不仅个人
能力素质提升，工作干劲十足，而且
圆满完成了民兵整组、应急拉动演
练、抗洪抢险演练、兵员征集、植树
造林、维护社会治安等 10 多项任务，
受到了上级机关的好评。

上图：下花园区人武部组织专武干

部培训。 赵 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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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跟踪目标不稳定，原因在于
雷达站相互间配置不足 100 米导致互
扰；两次转移阵地却未能成功发射导
弹，主要是导弹阵地配置不够合理；高
炮一连 3 门高炮机动途中被判出局，
主要是官兵敌情观念不强、不注重伪
装防护……连日来，广东某预备役团
针对实弹战术演习中暴露出来的问
题，采用视频回放、数据分析、专家点
评等方式进行复盘检讨。团政委邱小
勇告诉记者，他们采取点穴式方法进
行检讨反思，对存在问题不搞概略瞄
准，逐人逐事曝光、揭短、亮丑，查找出
的 13 类 100 多个问题，已经成为团队
纠治战斗力建设痼疾的宝贵财富。

前不久，该团结合担负任务特点，
将部队拉到粤东某陌生地域，组织了
一场濒海城市要地防空实弹战术演
习。演习中，他们紧贴实战设置战场环
境、组织对抗演练，以扎实的训练成果
和顽强的战斗作风赢得了上级机关的
好评。演习结束后，该团专门邀请上级
机关领导、院校专家教授，会同全团官
兵组织复盘检讨。

针对往年演习复盘中存在的对责
任单位含糊其辞、对存在问题概略瞄
准，致使复盘检讨成效不大、火药味不
浓的实际，团党委“一班人”主动站出
来带头查找自身问题。履新不久的团
长肖新生毫不掩饰地指出自己对新型
武器装备了解不透，参谋长王建喜坦
承自己对战场态势感知能力不足，团
政委邱小勇还申明了“三不”原则：不
掩盖问题，不顾忌面子，不把今天的问
题带上未来战场。

时间精确到分秒、人员精确到动
作、装备精确到单车。记者在现场看
到，复盘检讨全程采用视频回放、实例
举证、仿真验证等方式进行。整个演习
过程中，“敌”我双方的兵力配置、火力
打击、后装保障等上千组数据、百余幅
图表将对抗双方的“拆挡攻防”记录得
一清二楚。空袭对抗阶段，蓝军不光施
放某新型高速靶机，还在靶机上安装
了干扰装置，结果第一个航次，3 部炮
瞄雷达中有两部被“闪”瞎了眼；第二
个航次，侦测手采用瞄准具法进行直
瞄，却由于“敌”机速度过快数据刚报
出口便已失效。

回放记录、比对数据、分析解
读……随着对相关数据信息的逐条
分析，战场上的短板弱项无处遁形，逐
渐浮出水面：指挥方舱系统与后装保
障系统不能互联互通、影响精确判断
和指挥；装备检修过分依赖地方厂家
保障人员、自身保障能力偏弱；部分
预备役军官指挥素养偏低、不能独立
实施指挥……

团通信股长张超在演习中带领 3
名预备役军官拼尽全力，尽管圆满完
成了通信保障任务，却受领了“通信组

网故障率高、应急通信手段单一”等 6
个问题。他红着脸感慨地说，以往演习
很少知道自己差在哪里、败在哪个环
节，如今用具体实例讲评，用详细数据
分析，问题直接点到每个人头上，这种
充满火药味的检讨式复盘总结，使自
己看到了不足、找到了差距、明确了方
向。笔者翻阅他的复盘笔记发现，针对
每个问题他都建立了训练账单，下一
步整改措施记了满满 5 页。

不见成效不撒手，不解决问题
不罢休。团政委邱小勇告诉笔者，
他们对查找出的问题，将实行“挂
账销号”的办法，完成一个销掉一
个，还要将“问题清单”挂到团局
域网上，晒在团办公楼电子屏上，
实时接受官兵监督，逐一抓好整改
问效，把问题解决在打仗之前。

多打 8眼井，乐了全村人
■张长国 祝桂兰

“献深情，10 口爱民井不解渴；送
厚谊，8 眼超编井涌甘泉。”这是山东省
成武县孙寺镇孔李庄村村民中流传的
一副对联。对联的背后，是该县人武部
在扶贫帮困工作中为该村追打 8 眼“超
编井”的故事。

今年初，该县人武部积极投身当地
经济建设，开展扶贫帮困工作，在结对
帮扶贫困学生、为困难优抚对象送温暖
的同时，与该县贫困村孙寺镇孔李庄村

结成了帮扶对子。为深入了解村内情
况，切实解决村民存在的困难，人武部
党委班子成员每个月都抽出时间到该
村与村“两委”班子成员座谈，对村民群
众开展走访调研。在座谈走访中，他们
了解到，由于该村没有集体积累，村内
水利设施多年没有新建，还有 700 多
亩耕地存在浇地难的问题。每当旱季，
村民只能依靠仅有的几口井，一段段
接上几百米长的水龙带轮流浇地，不
仅效率低，也容易引发邻里矛盾。于
是，该部结合实际，确定了为该村新
打 10 眼机井的帮扶方案。

今年 8 月，人武部党委班子成员
带领施工队的工程人员到该村进行
实地踏勘时，又有群众提出建议，10
眼井虽然不少，但是村中的地块分属

不同的村民小组，分属户数多，零碎
地块多，打 １０ 眼井，一些地块还是不
方便浇水。针对这一情况，人武部紧
急召开党委会议进行研究。党委成员
一致认为：“帮扶就是为了解决群众
的困难，群众满意是最高标准，要让
村民人人都满意，不搞半拉子工程。”
会议决定，根据该村实际情况，在 10
眼井的基础上，再为该村打 8 眼井，
并追加了预算。

10 月 25 日，打井施工队在秋收后
进驻该村，经过 10 天的施工，在 11 月 5
日完成了 18 眼井的施工任务。看着“突
突”涌流的井水，围观村民中一位乡土
才子吟出了开头的对联。“过年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副对联贴到大门上！”现场
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边关有爱静悄悄
■刘华玉 莫 非

这是两个 ８０ 后的故事。他叫邹爱
民，现任吉林省军区某边防团七连政治
指导员，先后被评为沈阳军区学雷锋标
兵个人、沈阳军区优秀“四会政治教
员”，荣立二等功一次；她叫柴海斌，在
长春市某企业任会计，多年来独自承担
家庭重担，支持丈夫在部队建功立业。

他们是高中同学。2001 年邹爱民
考上吉林大学国防生，并接连攻读了硕
士和博士学位，柴海斌在长春大学本科
毕业后参加了工作。经过多年的相知相
恋，他们于 2009 年登记结婚，日子过得
虽然不富有但平稳踏实。

2011 年 12 月，邹爱民博士毕业了，
本该是他们欢喜相庆的日子，却面临两
地分别。本来凭着邹爱民的学历能力，
在长春找个理想的工作不难，但是他毅
然决定回边防部队报到，回报组织的培
养。柴海斌虽然对爱人万分不舍，但是
也明白他的选择是正确的，是男子汉应
有的责任担当，自己作为军嫂、作为爱
人，应该支持他、鼓励他，这是大义所
在，是大爱所在。想到这，她含泪送邹爱
民登上了去往边防的列车。

邹爱民到部队后，主动申请到全团
最艰苦的长白山天池哨所任哨长。期间，
柴海斌专门向公司请了 10 天假前去探
望。辗转近千里，转了不知道几趟车，终
于来到了哨所。她马上就发现，这里不仅

像邹爱民在电话里说的那样景色优美，
让人向往，还有着高寒、大风、缺氧、
缺水等多种极端条件。看到刚分别半年
的爱人明显瘦了黑了，双颊长出了高原
红，她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却没有说一
句让他动摇分心的话。她说，爱他就要
支持鼓励他去实现梦想。几年来，不论
邹爱民工作岗位调整到哪里，柴海斌都
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他。

支持的背后是默默的付出。2012年

8月，他们在长春买了新房，因为连队
忙，柴海斌没有让邹爱民向部队请假，
从选址、交款、装修、搬家都是独自一个
人完成。2012年底，邹爱民的母亲生病
住院，柴海斌独自一人挑起照顾婆婆
的重担，直到婆婆病重去世前，才不
得不通知邹爱民。2014 年初，怀孕 ６
个多月的柴海斌因为意外流产。邹爱
民连夜请假回家照顾，但柴海斌知道
他刚接任指导员，忙得不行，相聚短短 5
天就逼他返回了连队。

这就是一名普通的军嫂，用她自己
的默默支持和无私奉献，让边疆多了一
分力量，让祖国多了一份安宁。

上图：没空陪妻子到驻地游玩，邹

爱民就拉着柴海斌登上哨楼，看自己所

守护的壮美边关。 孙晗东摄

强军梦·家国情

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 解放军报 联合主办

11 月中旬，云南省某预备役
通信团开展年终军事训练考核。

图为官兵到达指定地域迅速集结

的场景。 李云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