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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末端，
基层工作的地位独特而重要。如何强
基固本，加强基层全面建设，为军事斗
争准备做好服务保障？这是一道需要
认真作答的考题。

近年来，河北省石家庄警备区着
力抓建基层，所属 20 多个人武部、300
多个基层武装部工作呈现出全面发展
的可喜态势，石家庄警备区全面建设
也走在了河北省军区的前列，先后被
评为“全国民兵军事训练先进单位”
“全国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北京军区
军事训练先进单位”和“北京军区基层
建设先进单位”。

抓建基层武装工作，

“硬件”“软件”缺一不可
今年 7 月份，石家庄警备区首长

机关在参加省军区组织的军事训练考
核中，手枪射击、基础体能、手工标图

等课目取得全部优秀的好成绩，第三
次摘得省军区系统大排名头名。

关键时刻过得硬，源于平时建设
抓得紧。追溯 2014 年初，该警备区党
委在对基层武装建设情况调研时，遇
到的一件事至今让人记忆犹新：调研
所到之处，只见基础设施建设标准规
范，各类资料装订整齐，战备装备器材
设施完备，文化娱乐设施一应俱全，专
武干部们介绍起建设成果也都是如数
家珍，但当问到基干民兵的有关具体
情况时，几个专武干部却支支吾吾答
不上来。

随着调研的深入，警备区领导的
眉头越皱越紧，他们发现：长期以来，
基层单位有的固守“一亩三分地”，关
起门来搞建设，标准自己定，好坏自己
评，缺少向一流标准看齐的眼界视野；
有的借口人少事多，整天忙于琐事、杂
事，没有真正静下心来思考基层建设
的事……
“忽视里子追求面子，无异于舍本

求末。一味硬着头皮抓基层，脱离战斗
力建设标准，即使建得再漂亮也是绣
花枕头。”调研归来的形势分析会上，
警备区司令员鲍际国一脸严肃，“抓建
基层武装工作，‘硬件’和‘软件’犹如
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把阵
地建起来了，还要发挥作用，不能撇在
一边，抓工作还是老一套。”

自主抓建能力弱，现象

在基层，根子在机关
根强则盛，本固则安。该警备区党

委一直重视抓建基层，各种集训没少
搞，帮带措施没少定。基层建设的硬件
建起来了，可“软件”还是“太软”，专武
干部自主抓建的能力并没有明显提
高。原因何在？党委“一班人”决定采取
座谈、研讨等办法，探寻究竟。
“上级任务一部署，不少单位就急着
出成绩。抓硬件可以刷个墙，换个门，
添购些办公用品，立竿见影；但抓‘软
件’工程，是个长期工作，光花钱出不
了彩头。”一位人武部部长躬身自省。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各地财政状

况不均衡，领导支持力度大的，搞建设
就容易，如果领导对武装工作不重视，
抓建工作就很难展开。”一位人武部政
委在问卷中坦言。
“基层单位类型多、差异大，各个

武装部的实际情况不同，单位建设面
临的问题和存在的短板也不同，而机
关制定的建设方案‘所有单位一锅煮，
各类人员齐步走’，使得基层建设缺少
参照系。”警备区司令部作训科长直言
不讳。
“一是情绪急躁，二是缺少经费，

三是没有参照系。”通过深入调研之
后，警备区党委“一班人”找到了症结，
摸准了脉搏，也找到了原因———现象
在基层，根子在机关：统筹不科学，指

导不到位，帮带不得力。

完善配套制度，牵引

武装工作正规有序发展
把脉问诊，对症下药。去年以来，

这个警备区针对基层建设难题，接连
开出三剂“药方”，大抓基层建设的画
卷随即铺开：

第一剂———抓住一个点带动一大
片。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固强补
弱、协调推进”的原则，正确处理抓特色
与抓全面、抓“硬件”与抓“软件”、抓强
项与抓弱项的关系。分别选取一个乡
镇、一所大学和一家大企业为试点单
位，围绕“应急分队建设、大学生士兵征
集、大型企业编兵”三个重点，进行试
点，探索经验、立起标准、提供参照，并
绘制路线图和时间表，明确了分批达
标、整体推进的思路，让先进的有荣誉
感、后进的有危机感、中间的有紧迫感，
在全市兴起大抓基层建设的热潮。

第二剂———搬掉武装工作经费不
足的制约瓶颈。该警备区党委在给基
层压担子的同时，针对武装工作经费
缺口问题，多方协调，纳入市委议军会
议题，研究通过了《关于加强和规范县
级人武部日常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
规定，“人武部日常工作经费，要按当
地总人口平均每人不低于 2 元的标
准，纳入年度财政预算。”

此举一出，大家纷纷叫好。这项制
度安排开启了石家庄市基层武装工作
与省会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同步跃升的
大门。新乐市人武部政委曹强欣喜地
说：“以前一提起经费，不好意思张口，
解决起来大多要靠感情、靠关系、靠协
调，现在有了‘尚方宝剑’，可以甩开膀
子干一场了。”据悉，三年来，该市各级
共投入 2100 余万元，加强完善了“市
建营、县建连、乡（镇）建排、村建班”的
应急力量体系；配齐了反恐维稳、森林
扑火、抗洪抢险、抗震救灾 4 套装备。

第三剂———把武装工作纳入法治化
轨道。这个警备区联合市委、市政府下发
了《石家庄市专职人民武装干部军政素
质考核实施办法》《基层武装部规范化建
设达标考评细则》等 10多个文件，为基
层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在各项配套制度的牵引下，该市
基层武装工作呈现出正规有序的新景
象：年初，围绕“基本知识、基本技能、
基本法规、基本作风”，突出民兵整组、
战备训练、征兵工作、国防动员、法规
制度等内容，采取“领导授课、专家辅
导、研讨交流、总结讲评”方式，组织师
团两级现役干部和专武干部，开展军
事工作业务集训，有力提高了各级干
部的业务能力素质。年底，由警备区考
核组对基层武装部建设情况逐项进行
考核打分，全市通报。今年以来，该市
先后有 20 多个乡镇武装部、40 多个基
层民兵连受到上级表彰。

抓住基层建设这个关键
■河北省石家庄市委书记、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 孙瑞彬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军队的基础

在基层，实现强军目标的关键在基层。

石家庄作为省会城市、经济强市和驻

军大市，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

上具有独特优势。抓住了基层建设这

个基础性、根本性工作，就等于抓住了

为军事斗争准备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的

纲，对于推动强军目标在基层的落地

生根，具有重要意义。

抓住基层建设这个阵地。聚焦强

军目标，不断强化全市各级党管武装

意识，加大对人武部正规化、基层武装

部和民兵连（营）部规范化建设的组织

领导力度，健全完善相关制度保障机

制。把人武部正规化、基层武装部和民

兵连（营）部规范化建设，纳入石家庄

市基层政权建设的整体范畴，在经费

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优先予以

支持，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抓住应急力量建设这个重点。着眼

石家庄特殊的地位作用、担负的特殊任

务，健全军地一体化联合应急指挥体

系，修订完善各类应急行动预案，确保

军地联合指挥的高效顺畅。根据“依山

防火、临水防汛、城市维稳、震区抗震”

的需要，编实配齐人员装备，形成市、

县、乡、村四级民兵应急力量体系。结合

民兵整组训练，开展带实战背景的应急

救援和国防动员演练，检验和完善应急

行动预案，提高应急技能，确保遇有情

况，军地能够快速反应、有效应对。

抓住人才队伍建设这个基础。认

真贯彻落实《专武干部工作规定》文件

精神，着眼全市专武干部实际，积极探

索完善专武干部选拔、培训、任用、考

核相配套的方法路子，全面提升专武

干部队伍的能力素质。加大依托国民

教育培养人才的力度，借助国民教育

优势和地方科技优势，通过委托培养、

联合培训等方式，把人才培养与国民

教育结合起来，实现人才培养上的融

合，同时建全配齐相关政策、法规，加

大人才互相交流、共同使用和有效管

理的力度。

国防 我们共同的事业
关注———大型主题报道

■本版责任编辑 ／ 张军胜

军营集体婚礼深受官兵和家属欢迎，但也出现了
个别看似合情但不合理的现象。温馨贴士———

幸福时刻不忘军营规矩
■王黎明 谢晓龙

近日，第 41 集团军某陆航团决
定，为执行任务而推迟婚期的官兵补
办集体婚礼。在筹备婚礼方案时，空
中机械技师田长林的妻子孙晨馨提
议：“能否把直升机当‘婚车’？乘坐
他的战鹰，与他一起翱翔蓝天？”这
个建议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新娘
团”认为，这种方式既有部队特色，
也更拉风、更炫酷。可想而知，方案
肯定没通过。原因是这样做看似合
情，但为婚礼而动用装备不符合《装
备管理条例》，还可能带来安全风险
和隐患。

笔者在该集团军调查发现，集体
婚礼筹备中，类似的建议还不少：驾
驶步战车迎接新娘……官兵需求与
条令纪律之间的矛盾，该如何看待？
“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基层建设纲要》，其中一条就是尊
重官兵主体地位。”某工兵团教导员
王智刚对官兵的诉求表示理解。他谈
到，红军长征时，罗瑞卿的警卫员腿
部受伤，他硬是把自己的马让给小战
士骑。

有人赞同，也有人反对。某机步旅
教导员张田认为，军人必须令行禁止、
讲规矩，这种特事还真不能特办。军嫂
张霞诚恳地说：“婚礼无论有没有‘高
大上’的环节，都将是我最珍贵的回
忆，没有必要把婚礼喜事弄成违纪违
规的事。”

那么，如何将婚礼办得既有部队
特色，又不违反规定呢？这个陆航团领

导积极做足解释工作，取得“新娘团”
的理解，并拟制出可行方案。他们把爱
情宣誓仪式从操场转移到直升机旁，
允许新人在直升机前合影留恋，让战
鹰见证他们的爱情。其他几个单位也
在条令法规框架范围内想办法、出主
意。某机步旅就在保密的前提下，安排
新人参观装备，还专门组织了一次军
事课目示范观摩，让新娘走近丈夫的

战斗岗位，了解丈夫在部队的工作和
取得的成绩。某工兵团引入了整齐划
一的军事动作，让婚礼充满了浓郁的
军味儿。

别样的集体婚礼，简朴却不失热
闹，隆重又显高雅，深受官兵欢迎。可
以说，这种别具一格的婚礼仪式契合
部队官兵日益繁重的工作训练特点，
既为新人留下了美好记忆，也符合军
队条令纪律的要求，同时还融洽了军
地关系和官兵关系。参加完某机步旅
集体婚礼的军嫂周睿兴奋地说：“他虽
然没有驾驶步战车来接我，但通过婚
礼，我明白了他的艰辛付出，作为军
嫂，我全力支持他在部队的工作。”

信息化主导 标准化建设 制度化运转

紧贴任务探索按纲抓建新模式
本报讯 苏如国、特约通讯员贾玉

省报道：“全市 18 个街镇武装部全面建
设 100%达标，80%大中型企业建立健全
民兵组织……”11 月中旬，笔者了解到，
今年山东省莱阳市人武部党委围绕基层
全面建设这一课题，着力破解新形势下
人武部按纲抓建的重难点问题，探索规
范化建设新模式取得了丰硕成果。山东
省军区在全省人武系统广泛推行了该人
武部按纲抓建的试点做法。

该人武部政委张玉平告诉笔者，依
据《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抓基层，很重要
的一点就是引导大家树立“盯着问题做
工作、追着问题抓落实”的观念。他们先
后对全市 18 个街镇及部分企事业单位
进行了深入调研，查找出 4 类 27 个突
出问题，采取自我剖析、群众互查、上级
点评等形式，深入挖掘“问题背后的问
题”，以此作为筹划推进基层建设的基
本依据。

经反复研究论证，他们以《纲要》为
遵循，紧贴形势任务发展需要，探索了
“信息化主导、标准化建设、制度化运

转”的人武部建设新模式。该人武部坚
持信息化主导，组织干部职工加强国
防动员信息技术应用、信息安全保密
等内容的学习，强化信息获取、传输、
处理等技能，和一体化指挥平台以及
各类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操作训练。
同时，他们还建立了一体化指挥控制
体系，实现了音像传输与上级战备值
班同步、视频监控与 110 预警联动、信
息存储与街镇数百个民兵信息员共
享、应急指挥与军地联防对接。他们还
结合民兵整组进行防火、防汛、防暴演
练，全力组织每年 1 次的综合性国防动
员演练，使民兵分队遂行多样化任务
能力得到有效提高。

笔者翻阅该人武部制定的《基层武
装部正规化建设考评实施方案》《基层武
装部正规化建设评分细则》等规章制度
发现，他们对民兵整组、教育训练、征兵
工作、国防教育、兵役登记等 6 大类 18
项进行了细化，各类资料规范完善，常态
化运行。此外，该人武部对战备工作“三
室两库”进行了完善，并规划建设了民兵

政治工作“五室一网”。目前，该人武部新
建国防教育宣传橱窗 18 个，“青年民兵
之家”783 个。
“‘青年民兵之家’建成后，我们每

周都集中在一起学习。”冯格庄街道办
事处民兵王秀峰这样告诉笔者。在做好
信息化主导、标准化建设的同时，该人
武部坚持制度化运转。大力加强思想政
治建设，完善党委议学、组织督学、相互
评学等制度，通过党委中心组、专武干
部例会、基干民兵 16 课时等形式，深入
开展各种学习活动，使干部职工思想根
基更加牢固，保持了团结拼搏、昂扬向
上的精神状态。

今年以来，莱阳人武部作为山东省
军区唯一一个担负省军区规范化试点任
务的人武部，通过规范化建设不断提升
了全面建设水平，在参加上级集训比武、
应对突发事件、执行抢险救灾、联合防卫
作战对抗演习等任务中，较好地发挥了
先锋队作用。近年来，他们先后多次被上
级评为基层一线指挥部和人武部基层建
设达标先进单位。

莱阳市

人武部

点 评 ■曾庆强

发乎于情，当止乎于理
部队为官兵举办集体婚礼，体现

了以人为本、以情带兵的人文关怀，目

的是帮助官兵巩固后方、建设家庭，激

发官兵工作热情，但具体做法，也应符

合法纪条规。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军的

今天，凡是与法相悖、与规不符的事都

坚决不能办。

举行婚礼是人生大事，谁都想搞得

特别、搞得出彩，心情可以理解，处理则

要慎重。我们相信，无论是谁，选择军

人，看中的一定是军人的人品担当，而

不单单是军装衬出的帅气；嫁给军人，

奔的是一生的幸福，而不是装备拉风

“护航”的一时快意。所以在筹办婚礼

时，应在法纪条规的框架内想办法、出

创意。有的单位在不泄密的前提下，安

排新人参观装备，合影留念，组织军事

课目示范观摩，让新娘走近丈夫的战斗

岗位，了解丈夫在部队的工作和取得的

成绩，等等，都值得倡导和借鉴。

法与时变，礼与俗化。军营举办集

体婚礼，既是适应部队训演任务日益

繁重，解决官兵终身大事的有力举措，

也是强化军人及其家属归属感、荣誉

感的重要途径，很有意义，也很有必

要。建议有关部门对此进行研究，特别

是对合乎情理，但法理上没有依据的

问题进行论证，该明确的明确，该修正

修正，为青年官兵办好集体婚礼，同时

又不留遗憾划清边界，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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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末端，
基层工作的地位独特而重要。如何强
基固本，加强基层全面建设，为军事斗
争准备做好服务保障？这是一道需要
认真作答的考题。

近年来，河北省石家庄警备区着
力抓建基层，所属 20 多个人武部、300
多个基层武装部工作呈现出全面发展
的可喜态势，石家庄警备区全面建设
也走在了河北省军区的前列，先后被
评为“全国民兵军事训练先进单位”
“全国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北京军区
军事训练先进单位”和“北京军区基层
建设先进单位”。

抓建基层武装工作，

“硬件”“软件”缺一不可
今年 7 月份，石家庄警备区首长

机关在参加省军区组织的军事训练考
核中，手枪射击、基础体能、手工标图

等课目取得全部优秀的好成绩，第三
次摘得省军区系统大排名头名。

关键时刻过得硬，源于平时建设
抓得紧。追溯 2014 年初，该警备区党
委在对基层武装建设情况调研时，遇
到的一件事至今让人记忆犹新：调研
所到之处，只见基础设施建设标准规
范，各类资料装订整齐，战备装备器材
设施完备，文化娱乐设施一应俱全，专
武干部们介绍起建设成果也都是如数
家珍，但当问到基干民兵的有关具体
情况时，几个专武干部却支支吾吾答
不上来。

随着调研的深入，警备区领导的
眉头越皱越紧，他们发现：长期以来，
基层单位有的固守“一亩三分地”，关
起门来搞建设，标准自己定，好坏自己
评，缺少向一流标准看齐的眼界视野；
有的借口人少事多，整天忙于琐事、杂
事，没有真正静下心来思考基层建设
的事……
“忽视里子追求面子，无异于舍本

求末。一味硬着头皮抓基层，脱离战斗
力建设标准，即使建得再漂亮也是绣
花枕头。”调研归来的形势分析会上，
警备区司令员鲍际国一脸严肃，“抓建
基层武装工作，‘硬件’和‘软件’犹如
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把阵
地建起来了，还要发挥作用，不能撇在
一边，抓工作还是老一套。”

自主抓建能力弱，现象

在基层，根子在机关
根强则盛，本固则安。该警备区党

委一直重视抓建基层，各种集训没少
搞，帮带措施没少定。基层建设的硬件
建起来了，可“软件”还是“太软”，专武
干部自主抓建的能力并没有明显提
高。原因何在？党委“一班人”决定采取
座谈、研讨等办法，探寻究竟。
“上级任务一部署，不少单位就急着
出成绩。抓硬件可以刷个墙，换个门，
添购些办公用品，立竿见影；但抓‘软
件’工程，是个长期工作，光花钱出不
了彩头。”一位人武部部长躬身自省。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各地财政状

况不均衡，领导支持力度大的，搞建设
就容易，如果领导对武装工作不重视，
抓建工作就很难展开。”一位人武部政
委在问卷中坦言。
“基层单位类型多、差异大，各个

武装部的实际情况不同，单位建设面
临的问题和存在的短板也不同，而机
关制定的建设方案‘所有单位一锅煮，
各类人员齐步走’，使得基层建设缺少
参照系。”警备区司令部作训科长直言
不讳。
“一是情绪急躁，二是缺少经费，

三是没有参照系。”通过深入调研之
后，警备区党委“一班人”找到了症结，
摸准了脉搏，也找到了原因———现象
在基层，根子在机关：统筹不科学，指

导不到位，帮带不得力。

完善配套制度，牵引

武装工作正规有序发展
把脉问诊，对症下药。去年以来，

这个警备区针对基层建设难题，接连
开出三剂“药方”，大抓基层建设的画
卷随即铺开：

第一剂———抓住一个点带动一大
片。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固强补
弱、协调推进”的原则，正确处理抓特色
与抓全面、抓“硬件”与抓“软件”、抓强
项与抓弱项的关系。分别选取一个乡
镇、一所大学和一家大企业为试点单
位，围绕“应急分队建设、大学生士兵征
集、大型企业编兵”三个重点，进行试
点，探索经验、立起标准、提供参照，并
绘制路线图和时间表，明确了分批达
标、整体推进的思路，让先进的有荣誉
感、后进的有危机感、中间的有紧迫感，
在全市兴起大抓基层建设的热潮。

第二剂———搬掉武装工作经费不
足的制约瓶颈。该警备区党委在给基
层压担子的同时，针对武装工作经费
缺口问题，多方协调，纳入市委议军会
议题，研究通过了《关于加强和规范县
级人武部日常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
规定，“人武部日常工作经费，要按当
地总人口平均每人不低于 2 元的标
准，纳入年度财政预算。”

此举一出，大家纷纷叫好。这项制
度安排开启了石家庄市基层武装工作
与省会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同步跃升的
大门。新乐市人武部政委曹强欣喜地
说：“以前一提起经费，不好意思张口，
解决起来大多要靠感情、靠关系、靠协
调，现在有了‘尚方宝剑’，可以甩开膀
子干一场了。”据悉，三年来，该市各级
共投入 2100 余万元，加强完善了“市
建营、县建连、乡（镇）建排、村建班”的
应急力量体系；配齐了反恐维稳、森林
扑火、抗洪抢险、抗震救灾 4 套装备。

第三剂———把武装工作纳入法治化
轨道。这个警备区联合市委、市政府下发
了《石家庄市专职人民武装干部军政素
质考核实施办法》《基层武装部规范化建
设达标考评细则》等 10多个文件，为基
层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在各项配套制度的牵引下，该市
基层武装工作呈现出正规有序的新景
象：年初，围绕“基本知识、基本技能、
基本法规、基本作风”，突出民兵整组、
战备训练、征兵工作、国防动员、法规
制度等内容，采取“领导授课、专家辅
导、研讨交流、总结讲评”方式，组织师
团两级现役干部和专武干部，开展军
事工作业务集训，有力提高了各级干
部的业务能力素质。年底，由警备区考
核组对基层武装部建设情况逐项进行
考核打分，全市通报。今年以来，该市
先后有 20 多个乡镇武装部、40 多个基
层民兵连受到上级表彰。

抓住基层建设这个关键
■河北省石家庄市委书记、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 孙瑞彬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军队的基础

在基层，实现强军目标的关键在基层。

石家庄作为省会城市、经济强市和驻

军大市，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

上具有独特优势。抓住了基层建设这

个基础性、根本性工作，就等于抓住了

为军事斗争准备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的

纲，对于推动强军目标在基层的落地

生根，具有重要意义。

抓住基层建设这个阵地。聚焦强

军目标，不断强化全市各级党管武装

意识，加大对人武部正规化、基层武装

部和民兵连（营）部规范化建设的组织

领导力度，健全完善相关制度保障机

制。把人武部正规化、基层武装部和民

兵连（营）部规范化建设，纳入石家庄

市基层政权建设的整体范畴，在经费

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优先予以

支持，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抓住应急力量建设这个重点。着眼

石家庄特殊的地位作用、担负的特殊任

务，健全军地一体化联合应急指挥体

系，修订完善各类应急行动预案，确保

军地联合指挥的高效顺畅。根据“依山

防火、临水防汛、城市维稳、震区抗震”

的需要，编实配齐人员装备，形成市、

县、乡、村四级民兵应急力量体系。结合

民兵整组训练，开展带实战背景的应急

救援和国防动员演练，检验和完善应急

行动预案，提高应急技能，确保遇有情

况，军地能够快速反应、有效应对。

抓住人才队伍建设这个基础。认

真贯彻落实《专武干部工作规定》文件

精神，着眼全市专武干部实际，积极探

索完善专武干部选拔、培训、任用、考

核相配套的方法路子，全面提升专武

干部队伍的能力素质。加大依托国民

教育培养人才的力度，借助国民教育

优势和地方科技优势，通过委托培养、

联合培训等方式，把人才培养与国民

教育结合起来，实现人才培养上的融

合，同时建全配齐相关政策、法规，加

大人才互相交流、共同使用和有效管

理的力度。

军营集体婚礼深受官兵和家属欢迎，但也出现了
个别看似合情但不合理的现象。温馨贴士———

幸福时刻不忘军营规矩
■王黎明 谢晓龙

近日，第 41 集团军某陆航团决
定，为执行任务而推迟婚期的官兵补
办集体婚礼。在筹备婚礼方案时，空
中机械技师田长林的妻子孙晨馨提
议：“能否把直升机当‘婚车’？乘坐
他的战鹰，与他一起翱翔蓝天？”这
个建议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新娘
团”认为，这种方式既有部队特色，
也更拉风、更炫酷。可想而知，方案
肯定没通过。原因是这样做看似合
情，但为婚礼而动用装备不符合《装
备管理条例》，还可能带来安全风险
和隐患。

笔者在该集团军调查发现，集体
婚礼筹备中，类似的建议还不少：驾
驶步战车迎接新娘……官兵需求与
条令纪律之间的矛盾，该如何看待？
“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基层建设纲要》，其中一条就是尊
重官兵主体地位。”某工兵团教导员
王智刚对官兵的诉求表示理解。他谈
到，红军长征时，罗瑞卿的警卫员腿
部受伤，他硬是把自己的马让给小战
士骑。

有人赞同，也有人反对。某机步旅
教导员张田认为，军人必须令行禁止、
讲规矩，这种特事还真不能特办。军嫂
张霞诚恳地说：“婚礼无论有没有‘高
大上’的环节，都将是我最珍贵的回
忆，没有必要把婚礼喜事弄成违纪违
规的事。”

那么，如何将婚礼办得既有部队
特色，又不违反规定呢？这个陆航团领

导积极做足解释工作，取得“新娘团”
的理解，并拟制出可行方案。他们把爱
情宣誓仪式从操场转移到直升机旁，
允许新人在直升机前合影留恋，让战
鹰见证他们的爱情。其他几个单位也
在条令法规框架范围内想办法、出主
意。某机步旅就在保密的前提下，安排
新人参观装备，还专门组织了一次军
事课目示范观摩，让新娘走近丈夫的

战斗岗位，了解丈夫在部队的工作和
取得的成绩。某工兵团引入了整齐划
一的军事动作，让婚礼充满了浓郁的
军味儿。

别样的集体婚礼，简朴却不失热
闹，隆重又显高雅，深受官兵欢迎。可
以说，这种别具一格的婚礼仪式契合
部队官兵日益繁重的工作训练特点，
既为新人留下了美好记忆，也符合军
队条令纪律的要求，同时还融洽了军
地关系和官兵关系。参加完某机步旅
集体婚礼的军嫂周睿兴奋地说：“他虽
然没有驾驶步战车来接我，但通过婚
礼，我明白了他的艰辛付出，作为军
嫂，我全力支持他在部队的工作。”

信息化主导 标准化建设 制度化运转

紧贴任务探索按纲抓建新模式
本报讯 苏如国、特约通讯员贾玉

省报道：“全市 18 个街镇武装部全面建
设 100%达标，80%大中型企业建立健全
民兵组织……”11 月中旬，笔者了解到，
今年山东省莱阳市人武部党委围绕基层
全面建设这一课题，着力破解新形势下
人武部按纲抓建的重难点问题，探索规
范化建设新模式取得了丰硕成果。山东
省军区在全省人武系统广泛推行了该人
武部按纲抓建的试点做法。

该人武部政委张玉平告诉笔者，依
据《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抓基层，很重要
的一点就是引导大家树立“盯着问题做
工作、追着问题抓落实”的观念。他们先
后对全市 18 个街镇及部分企事业单位
进行了深入调研，查找出 4 类 27 个突
出问题，采取自我剖析、群众互查、上级
点评等形式，深入挖掘“问题背后的问
题”，以此作为筹划推进基层建设的基
本依据。

经反复研究论证，他们以《纲要》为
遵循，紧贴形势任务发展需要，探索了
“信息化主导、标准化建设、制度化运

转”的人武部建设新模式。该人武部坚
持信息化主导，组织干部职工加强国
防动员信息技术应用、信息安全保密
等内容的学习，强化信息获取、传输、
处理等技能，和一体化指挥平台以及
各类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操作训练。
同时，他们还建立了一体化指挥控制
体系，实现了音像传输与上级战备值
班同步、视频监控与 110 预警联动、信
息存储与街镇数百个民兵信息员共
享、应急指挥与军地联防对接。他们还
结合民兵整组进行防火、防汛、防暴演
练，全力组织每年 1 次的综合性国防动
员演练，使民兵分队遂行多样化任务
能力得到有效提高。

笔者翻阅该人武部制定的《基层武
装部正规化建设考评实施方案》《基层武
装部正规化建设评分细则》等规章制度
发现，他们对民兵整组、教育训练、征兵
工作、国防教育、兵役登记等 6 大类 18
项进行了细化，各类资料规范完善，常态
化运行。此外，该人武部对战备工作“三
室两库”进行了完善，并规划建设了民兵

政治工作“五室一网”。目前，该人武部新
建国防教育宣传橱窗 18 个，“青年民兵
之家”783 个。
“‘青年民兵之家’建成后，我们每

周都集中在一起学习。”冯格庄街道办
事处民兵王秀峰这样告诉笔者。在做好
信息化主导、标准化建设的同时，该人
武部坚持制度化运转。大力加强思想政
治建设，完善党委议学、组织督学、相互
评学等制度，通过党委中心组、专武干
部例会、基干民兵 16 课时等形式，深入
开展各种学习活动，使干部职工思想根
基更加牢固，保持了团结拼搏、昂扬向
上的精神状态。

今年以来，莱阳人武部作为山东省
军区唯一一个担负省军区规范化试点任
务的人武部，通过规范化建设不断提升
了全面建设水平，在参加上级集训比武、
应对突发事件、执行抢险救灾、联合防卫
作战对抗演习等任务中，较好地发挥了
先锋队作用。近年来，他们先后多次被上
级评为基层一线指挥部和人武部基层建
设达标先进单位。

点 评 ■曾庆强

发乎于情，当止乎于理
部队为官兵举办集体婚礼，体现

了以人为本、以情带兵的人文关怀，目

的是帮助官兵巩固后方、建设家庭，激

发官兵工作热情，但具体做法，也应符

合法纪条规。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军的

今天，凡是与法相悖、与规不符的事都

坚决不能办。

举行婚礼是人生大事，谁都想搞得

特别、搞得出彩，心情可以理解，处理则

要慎重。我们相信，无论是谁，选择军

人，看中的一定是军人的人品担当，而

不单单是军装衬出的帅气；嫁给军人，

奔的是一生的幸福，而不是装备拉风

“护航”的一时快意。所以在筹办婚礼

时，应在法纪条规的框架内想办法、出

创意。有的单位在不泄密的前提下，安

排新人参观装备，合影留念，组织军事

课目示范观摩，让新娘走近丈夫的战斗

岗位，了解丈夫在部队的工作和取得的

成绩，等等，都值得倡导和借鉴。

法与时变，礼与俗化。军营举办集

体婚礼，既是适应部队训演任务日益

繁重，解决官兵终身大事的有力举措，

也是强化军人及其家属归属感、荣誉

感的重要途径，很有意义，也很有必

要。建议有关部门对此进行研究，特别

是对合乎情理，但法理上没有依据的

问题进行论证，该明确的明确，该修正

修正，为青年官兵办好集体婚礼，同时

又不留遗憾划清边界，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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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末端，
基层工作的地位独特而重要。如何强
基固本，加强基层全面建设，为军事斗
争准备做好服务保障？这是一道需要
认真作答的考题。

近年来，河北省石家庄警备区着
力抓建基层，所属 20 多个人武部、300
多个基层武装部工作呈现出全面发展
的可喜态势，石家庄警备区全面建设
也走在了河北省军区的前列，先后被
评为“全国民兵军事训练先进单位”
“全国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北京军区
军事训练先进单位”和“北京军区基层
建设先进单位”。

抓建基层武装工作，

“硬件”“软件”缺一不可
今年 7 月份，石家庄警备区首长

机关在参加省军区组织的军事训练考
核中，手枪射击、基础体能、手工标图

等课目取得全部优秀的好成绩，第三
次摘得省军区系统大排名头名。

关键时刻过得硬，源于平时建设
抓得紧。追溯 2014 年初，该警备区党
委在对基层武装建设情况调研时，遇
到的一件事至今让人记忆犹新：调研
所到之处，只见基础设施建设标准规
范，各类资料装订整齐，战备装备器材
设施完备，文化娱乐设施一应俱全，专
武干部们介绍起建设成果也都是如数
家珍，但当问到基干民兵的有关具体
情况时，几个专武干部却支支吾吾答
不上来。

随着调研的深入，警备区领导的
眉头越皱越紧，他们发现：长期以来，
基层单位有的固守“一亩三分地”，关
起门来搞建设，标准自己定，好坏自己
评，缺少向一流标准看齐的眼界视野；
有的借口人少事多，整天忙于琐事、杂
事，没有真正静下心来思考基层建设
的事……
“忽视里子追求面子，无异于舍本

求末。一味硬着头皮抓基层，脱离战斗
力建设标准，即使建得再漂亮也是绣
花枕头。”调研归来的形势分析会上，
警备区司令员鲍际国一脸严肃，“抓建
基层武装工作，‘硬件’和‘软件’犹如
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把阵
地建起来了，还要发挥作用，不能撇在
一边，抓工作还是老一套。”

自主抓建能力弱，现象

在基层，根子在机关
根强则盛，本固则安。该警备区党

委一直重视抓建基层，各种集训没少
搞，帮带措施没少定。基层建设的硬件
建起来了，可“软件”还是“太软”，专武
干部自主抓建的能力并没有明显提
高。原因何在？党委“一班人”决定采取
座谈、研讨等办法，探寻究竟。
“上级任务一部署，不少单位就急着
出成绩。抓硬件可以刷个墙，换个门，
添购些办公用品，立竿见影；但抓‘软
件’工程，是个长期工作，光花钱出不
了彩头。”一位人武部部长躬身自省。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各地财政状

况不均衡，领导支持力度大的，搞建设
就容易，如果领导对武装工作不重视，
抓建工作就很难展开。”一位人武部政
委在问卷中坦言。
“基层单位类型多、差异大，各个

武装部的实际情况不同，单位建设面
临的问题和存在的短板也不同，而机
关制定的建设方案‘所有单位一锅煮，
各类人员齐步走’，使得基层建设缺少
参照系。”警备区司令部作训科长直言
不讳。
“一是情绪急躁，二是缺少经费，

三是没有参照系。”通过深入调研之
后，警备区党委“一班人”找到了症结，
摸准了脉搏，也找到了原因———现象
在基层，根子在机关：统筹不科学，指

导不到位，帮带不得力。

完善配套制度，牵引

武装工作正规有序发展
把脉问诊，对症下药。去年以来，

这个警备区针对基层建设难题，接连
开出三剂“药方”，大抓基层建设的画
卷随即铺开：

第一剂———抓住一个点带动一大
片。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固强补
弱、协调推进”的原则，正确处理抓特色
与抓全面、抓“硬件”与抓“软件”、抓强
项与抓弱项的关系。分别选取一个乡
镇、一所大学和一家大企业为试点单
位，围绕“应急分队建设、大学生士兵征
集、大型企业编兵”三个重点，进行试
点，探索经验、立起标准、提供参照，并
绘制路线图和时间表，明确了分批达
标、整体推进的思路，让先进的有荣誉
感、后进的有危机感、中间的有紧迫感，
在全市兴起大抓基层建设的热潮。

第二剂———搬掉武装工作经费不
足的制约瓶颈。该警备区党委在给基
层压担子的同时，针对武装工作经费
缺口问题，多方协调，纳入市委议军会
议题，研究通过了《关于加强和规范县
级人武部日常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
规定，“人武部日常工作经费，要按当
地总人口平均每人不低于 2 元的标
准，纳入年度财政预算。”

此举一出，大家纷纷叫好。这项制
度安排开启了石家庄市基层武装工作
与省会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同步跃升的
大门。新乐市人武部政委曹强欣喜地
说：“以前一提起经费，不好意思张口，
解决起来大多要靠感情、靠关系、靠协
调，现在有了‘尚方宝剑’，可以甩开膀
子干一场了。”据悉，三年来，该市各级
共投入 2100 余万元，加强完善了“市
建营、县建连、乡（镇）建排、村建班”的
应急力量体系；配齐了反恐维稳、森林
扑火、抗洪抢险、抗震救灾 4 套装备。

第三剂———把武装工作纳入法治化
轨道。这个警备区联合市委、市政府下发
了《石家庄市专职人民武装干部军政素
质考核实施办法》《基层武装部规范化建
设达标考评细则》等 10多个文件，为基
层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在各项配套制度的牵引下，该市
基层武装工作呈现出正规有序的新景
象：年初，围绕“基本知识、基本技能、
基本法规、基本作风”，突出民兵整组、
战备训练、征兵工作、国防动员、法规
制度等内容，采取“领导授课、专家辅
导、研讨交流、总结讲评”方式，组织师
团两级现役干部和专武干部，开展军
事工作业务集训，有力提高了各级干
部的业务能力素质。年底，由警备区考
核组对基层武装部建设情况逐项进行
考核打分，全市通报。今年以来，该市
先后有 20 多个乡镇武装部、40 多个基
层民兵连受到上级表彰。

抓住基层建设这个关键
■河北省石家庄市委书记、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 孙瑞彬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军队的基础

在基层，实现强军目标的关键在基层。

石家庄作为省会城市、经济强市和驻

军大市，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

上具有独特优势。抓住了基层建设这

个基础性、根本性工作，就等于抓住了

为军事斗争准备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的

纲，对于推动强军目标在基层的落地

生根，具有重要意义。

抓住基层建设这个阵地。聚焦强

军目标，不断强化全市各级党管武装

意识，加大对人武部正规化、基层武装

部和民兵连（营）部规范化建设的组织

领导力度，健全完善相关制度保障机

制。把人武部正规化、基层武装部和民

兵连（营）部规范化建设，纳入石家庄

市基层政权建设的整体范畴，在经费

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优先予以

支持，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抓住应急力量建设这个重点。着眼

石家庄特殊的地位作用、担负的特殊任

务，健全军地一体化联合应急指挥体

系，修订完善各类应急行动预案，确保

军地联合指挥的高效顺畅。根据“依山

防火、临水防汛、城市维稳、震区抗震”

的需要，编实配齐人员装备，形成市、

县、乡、村四级民兵应急力量体系。结合

民兵整组训练，开展带实战背景的应急

救援和国防动员演练，检验和完善应急

行动预案，提高应急技能，确保遇有情

况，军地能够快速反应、有效应对。

抓住人才队伍建设这个基础。认

真贯彻落实《专武干部工作规定》文件

精神，着眼全市专武干部实际，积极探

索完善专武干部选拔、培训、任用、考

核相配套的方法路子，全面提升专武

干部队伍的能力素质。加大依托国民

教育培养人才的力度，借助国民教育

优势和地方科技优势，通过委托培养、

联合培训等方式，把人才培养与国民

教育结合起来，实现人才培养上的融

合，同时建全配齐相关政策、法规，加

大人才互相交流、共同使用和有效管

理的力度。

军营集体婚礼深受官兵和家属欢迎，但也出现了
个别看似合情但不合理的现象。温馨贴士———

幸福时刻不忘军营规矩
■王黎明 谢晓龙

近日，第 41 集团军某陆航团决
定，为执行任务而推迟婚期的官兵补
办集体婚礼。在筹备婚礼方案时，空
中机械技师田长林的妻子孙晨馨提
议：“能否把直升机当‘婚车’？乘坐
他的战鹰，与他一起翱翔蓝天？”这
个建议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新娘
团”认为，这种方式既有部队特色，
也更拉风、更炫酷。可想而知，方案
肯定没通过。原因是这样做看似合
情，但为婚礼而动用装备不符合《装
备管理条例》，还可能带来安全风险
和隐患。

笔者在该集团军调查发现，集体
婚礼筹备中，类似的建议还不少：驾
驶步战车迎接新娘……官兵需求与
条令纪律之间的矛盾，该如何看待？
“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基层建设纲要》，其中一条就是尊
重官兵主体地位。”某工兵团教导员
王智刚对官兵的诉求表示理解。他谈
到，红军长征时，罗瑞卿的警卫员腿
部受伤，他硬是把自己的马让给小战
士骑。

有人赞同，也有人反对。某机步旅
教导员张田认为，军人必须令行禁止、
讲规矩，这种特事还真不能特办。军嫂
张霞诚恳地说：“婚礼无论有没有‘高
大上’的环节，都将是我最珍贵的回
忆，没有必要把婚礼喜事弄成违纪违
规的事。”

那么，如何将婚礼办得既有部队
特色，又不违反规定呢？这个陆航团领

导积极做足解释工作，取得“新娘团”
的理解，并拟制出可行方案。他们把爱
情宣誓仪式从操场转移到直升机旁，
允许新人在直升机前合影留恋，让战
鹰见证他们的爱情。其他几个单位也
在条令法规框架范围内想办法、出主
意。某机步旅就在保密的前提下，安排
新人参观装备，还专门组织了一次军
事课目示范观摩，让新娘走近丈夫的

战斗岗位，了解丈夫在部队的工作和
取得的成绩。某工兵团引入了整齐划
一的军事动作，让婚礼充满了浓郁的
军味儿。

别样的集体婚礼，简朴却不失热
闹，隆重又显高雅，深受官兵欢迎。可
以说，这种别具一格的婚礼仪式契合
部队官兵日益繁重的工作训练特点，
既为新人留下了美好记忆，也符合军
队条令纪律的要求，同时还融洽了军
地关系和官兵关系。参加完某机步旅
集体婚礼的军嫂周睿兴奋地说：“他虽
然没有驾驶步战车来接我，但通过婚
礼，我明白了他的艰辛付出，作为军
嫂，我全力支持他在部队的工作。”

信息化主导 标准化建设 制度化运转

紧贴任务探索按纲抓建新模式
本报讯 苏如国、特约通讯员贾玉

省报道：“全市 18 个街镇武装部全面建
设 100%达标，80%大中型企业建立健全
民兵组织……”11 月中旬，笔者了解到，
今年山东省莱阳市人武部党委围绕基层
全面建设这一课题，着力破解新形势下
人武部按纲抓建的重难点问题，探索规
范化建设新模式取得了丰硕成果。山东
省军区在全省人武系统广泛推行了该人
武部按纲抓建的试点做法。

该人武部政委张玉平告诉笔者，依
据《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抓基层，很重要
的一点就是引导大家树立“盯着问题做
工作、追着问题抓落实”的观念。他们先
后对全市 18 个街镇及部分企事业单位
进行了深入调研，查找出 4 类 27 个突
出问题，采取自我剖析、群众互查、上级
点评等形式，深入挖掘“问题背后的问
题”，以此作为筹划推进基层建设的基
本依据。

经反复研究论证，他们以《纲要》为
遵循，紧贴形势任务发展需要，探索了
“信息化主导、标准化建设、制度化运

转”的人武部建设新模式。该人武部坚
持信息化主导，组织干部职工加强国
防动员信息技术应用、信息安全保密
等内容的学习，强化信息获取、传输、
处理等技能，和一体化指挥平台以及
各类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操作训练。
同时，他们还建立了一体化指挥控制
体系，实现了音像传输与上级战备值
班同步、视频监控与 110 预警联动、信
息存储与街镇数百个民兵信息员共
享、应急指挥与军地联防对接。他们还
结合民兵整组进行防火、防汛、防暴演
练，全力组织每年 1 次的综合性国防动
员演练，使民兵分队遂行多样化任务
能力得到有效提高。

笔者翻阅该人武部制定的《基层武
装部正规化建设考评实施方案》《基层武
装部正规化建设评分细则》等规章制度
发现，他们对民兵整组、教育训练、征兵
工作、国防教育、兵役登记等 6 大类 18
项进行了细化，各类资料规范完善，常态
化运行。此外，该人武部对战备工作“三
室两库”进行了完善，并规划建设了民兵

政治工作“五室一网”。目前，该人武部新
建国防教育宣传橱窗 18 个，“青年民兵
之家”783 个。
“‘青年民兵之家’建成后，我们每

周都集中在一起学习。”冯格庄街道办
事处民兵王秀峰这样告诉笔者。在做好
信息化主导、标准化建设的同时，该人
武部坚持制度化运转。大力加强思想政
治建设，完善党委议学、组织督学、相互
评学等制度，通过党委中心组、专武干
部例会、基干民兵 16 课时等形式，深入
开展各种学习活动，使干部职工思想根
基更加牢固，保持了团结拼搏、昂扬向
上的精神状态。

今年以来，莱阳人武部作为山东省
军区唯一一个担负省军区规范化试点任
务的人武部，通过规范化建设不断提升
了全面建设水平，在参加上级集训比武、
应对突发事件、执行抢险救灾、联合防卫
作战对抗演习等任务中，较好地发挥了
先锋队作用。近年来，他们先后多次被上
级评为基层一线指挥部和人武部基层建
设达标先进单位。

点 评 ■曾庆强

发乎于情，当止乎于理
部队为官兵举办集体婚礼，体现

了以人为本、以情带兵的人文关怀，目

的是帮助官兵巩固后方、建设家庭，激

发官兵工作热情，但具体做法，也应符

合法纪条规。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军的

今天，凡是与法相悖、与规不符的事都

坚决不能办。

举行婚礼是人生大事，谁都想搞得

特别、搞得出彩，心情可以理解，处理则

要慎重。我们相信，无论是谁，选择军

人，看中的一定是军人的人品担当，而

不单单是军装衬出的帅气；嫁给军人，

奔的是一生的幸福，而不是装备拉风

“护航”的一时快意。所以在筹办婚礼

时，应在法纪条规的框架内想办法、出

创意。有的单位在不泄密的前提下，安

排新人参观装备，合影留念，组织军事

课目示范观摩，让新娘走近丈夫的战斗

岗位，了解丈夫在部队的工作和取得的

成绩，等等，都值得倡导和借鉴。

法与时变，礼与俗化。军营举办集

体婚礼，既是适应部队训演任务日益

繁重，解决官兵终身大事的有力举措，

也是强化军人及其家属归属感、荣誉

感的重要途径，很有意义，也很有必

要。建议有关部门对此进行研究，特别

是对合乎情理，但法理上没有依据的

问题进行论证，该明确的明确，该修正

修正，为青年官兵办好集体婚礼，同时

又不留遗憾划清边界，提供指导。

入冬以来，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武部根据辖区所担负的救灾任务，积极开展包括器材装载、紧急拉动、编队行进、火情

处置等课目在内的民兵防火救灾培训，不断锤炼民兵体能、技能和心理素质，锻造应急应战拳头力量。图为，11月 24日，该

人武部组织 130余名民兵应急分队队员携带救火器材进行 400米障碍训练。 熊海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