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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问题，不留死角；析原因，层层解
剖；拿举措，逐一对接……黑龙江某预
备役步兵师政委张扬在全师年终工作
总结的汇报中，围绕战斗力建设做出的
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一年来，该
师在抓战斗力建设进程中定铁律、刹歪
风、使实劲，严格纠治打仗意识不强、谋
事做事游离中心、训风演风考风不正的
问题，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

过筛子———

排除打赢的虚光

今年初，该师师长罗庆春到部队进
行战备拉动检查，看到的景象却出乎他
的意料：有的预备役官兵携带器材与方
案对不上号，有的迷彩服未填写姓名血
型，有的战备干粮即将过期……

准备打仗的思想树得牢不牢，关键
看打仗的准备细不细。因为不是实战，
谁都可能拍着胸脯说“没问题”“准备好
了”。这样的结果只能导致战备工作抓
而不紧、华而不实。如何打牢战备思想，
夯实打赢根基？引发了罗师长的深思。
“战备不实，谈何打赢。战备无小事，再
小的犄角旮旯，再偏的边边角角也要
清，务必排除一切打赢的‘虚光’！”罗师
长在讲评会上的一番话掷地有声。

为此，他们对全师战备秩序逐个
“过筛子”，各项内容逐条细化和量化，
制定出《战备工作量化评比标准》，指导
部队把战备行动每一个环节都与打仗
对表，逼着各单位真打实备。一年来，他
们先后 12 次对所属部队进行不打招呼
的拉动检验，官兵携带的战备物资和生
活物资，大到战斗装具，小到一个针线
包，一样不漏。

“3名暴恐分子在市区实施爆炸后
驾车逃离，正向哈大高速公路方向驶来，
上级命令你部迅速出去设卡堵截。”11
月 16 日，某预备役团突然受领演习任
务，应急分队立即启动反恐预案，收拢人
员、请领物资、启封装备，不到 40分钟人
员装备便集结完毕开赴“事发地域”。

战备思想牢了，打赢根基实了。此
刻，师作战值班室内，通过远程网络全
程观看演练的师长罗庆春轻轻地舒了
口气。

考短板———

不为面子伤根子

12 月初，该师考核组到某团进行
训练摸底考核，该团不少官兵听到考核
内容立刻“慌了神”，在场的团领导更是
坐不住板凳：步兵专业，抽考伪装、心理
战、观察报知、指示目标等小课目；85
加农炮专业分队，抽考间瞄、半间瞄等
课目；120 反坦克火箭专业，抽考对运
动目标射击……课目随机抽、人员现场
定、专业全覆盖，一系列实战化考核举
措，让不少官兵如坐针毡。

哪壶不开提哪壶，揭短亮丑面对
面，暴露问题实打实，弱项短板课目频
频受考。

考核组避开以往常考课目，专挑弱
项冷门给官兵出难题，坚持实战标准，
一些问题暴露无遗。一些课目成绩很不
理想，但大家却看清了差距，找准了方
向。考核组把在考核时发现的问题，整
理成偏训漏训、干部素质偏弱、训练质
量不高、教学管理不严等 5 类 68 个问
题清单，为各团开展训练树立靶子。
“不找出短板补齐，战斗力就有软

肋，把战斗力标准落下去就是空话。只
有放下‘面子’，才能打牢‘底子’。”罗庆
春师长告诉笔者，盯弱项、考短板、翻老
账，是今后训练考核的主要指导思想。

12 月中旬，笔者再次走进训练场，
硝烟味儿扑面而来：有线兵在碎石遍地
的山路上训练收放线，侦察兵身披伪装
衣穿梭在丛林中，瞄准手在无光条件下
捕捉生僻瞄准点……

严监察———

给不实训风亮红牌

汽车营擅自取消山地训练等险难

课目，被要求全部补训；炮兵营 3 名
预备役军营作业内容空洞，被责令返
工…… 10 月 8 日国庆假期一结束，
一支由师作训、军务、纪检、战技等
部门组成的军事训练监察组就深入各
团练兵场，当场纠治 6 个训风不实的
问题。

今年入队训练展开后，师领导带
领机关工作组对各单位训练情况进行
检查，发现个别单位降低标准，存在
着老课目不愿训、新课目不会训、险
难课目不敢训的问题。为此，该师结
合实际细化 《训练问责实施办法》，积
极推进军事训练监察对训练过程的全
覆盖，变以考核为主的“结果监督”
为以巡查为主的“过程监督”，要求监
察人员全程参与并监督军事训练的筹
划部署、组织实施、考核验收，最大
限度地将可能出现的问题解决在萌芽
状态。在此基础上，他们制订了严格
训风考风演风的 12 条“铁律”，每次
训练都安排训练监察组随队出征，全
程纠治弄虚作假、降低难度等做法，
对训练造假者，不但取消年底评功评
奖资格，还按照规定给予相应处罚。
通过训练监察指导，全师累计通报并
限期整改了百余个问题。

给训练中的形式主义亮“红牌”，
换来的是成绩一路飘红。今年年底，
黑龙江省军区训练监察组对该师某团
建制单位基础训练质量考核抽考中，
整体成绩优秀。

上图：今年 １０ 月，省军区检查该师
标准化配载情况，师应急分队快速出动

装载战备物资。 闫春欧摄

12 月 20 日上午 11 时 40 分，
深圳市光明新区发生山体滑坡灾

害后，宝山区人武部快速动员，第

一时间组织辖区 5 个街道的民兵
应急分队 500 余人到达灾害现场，
协助消防、武警、公安现场救援和

维持秩序。随着救援部队陆续进驻

灾区施救，宝安区人武部民兵又肩

负起救援保障、现场警戒的任务。

图为宝安区民兵在搜救现场修整

救援通道。

柯超华摄

感受“一盏灯”的温暖
———聆听一位退伍兵村官的心路历程

■曹红学 董红利 本报记者 魏联军

（一）

我叫尚银州，今年 52 岁了，回头
看看趟了大半辈子的路，其实没有走
出这 7 个字：上山、下海、当村官。

先说上山。1980 年底，我入伍到青
藏兵站部某汽车团，成为一名汽车兵。
当兵的日子有乐也有苦：当了班长、立
了三等功、被评为“学雷锋标兵”；在环
境恶劣的青藏线上，多次踏过“阎王
殿”。

再说下海。高原兵特别能吃苦、特
别能忍耐。我退伍回乡后先在银行工
作了几年，又辞职创业，辉煌时公司每
年上缴利税 1000 多万元。

最后说当村官。创业成功后，我先
后出资 300 多万元，为老家新密市城
关镇楚沟村修路、打井，资助 30 多家
养殖、种植户。2003 年底选举新一届村
委会主任时，全村 1653 个选民，有
1618 人在选票上写下我的名字。这不
仅是一张张选票，而是全村群众一颗
颗信任和期待的心！

说来也巧，我这几十年的大转折
都与这个季节有关：从出生、当兵、下
海、当村官，都是寒冬腊月天。这时候
最需要啥？温暖！

世界上什么最温暖？有人这样问
我。我说是身上的棉袄、床上的被窝。
人家却说，钱最温暖！

咱嘴上不争论，可是心里有数，要
讲票子多少，我确实比一般人“暖和”，
但要丢下村里的乡亲和小时候一起光
屁股长大的穷伙伴，光顾自己吃饱穿
暖，他们可能心里就很凉。

（二）

走马上任村主任的就职演说中，
我拍着胸脯说，我要打造一个活得有
滋味、过得有品位的新型农村！

啥叫有滋味、有品位？有些乡亲很
纳闷。我指指脑袋说，就是得先把它喂
饱喽。

我一向不喜欢按套路出牌，第一
次村委班子会议时，提出搞文化扶贫。
当时大家把眼睛瞪得很大，为啥？因为
精神贫瘠比经济贫困更可怕！

治理一个村和居家过日子一样，
张口闭口都得钱说话。村里没有一分
钱经费，我出资 １0 余万元订阅《农民
日报》《科技日报》等 ３００ 多份报刊，免
费赠送给每户村民；村里还办了《村情
民意》小报，组织“移风易俗”“致富有
方”等各类大课堂、培训班。

起初，大家不太理解，感到有些
虚，时间一长，“疗效”就出来了：报纸
虽小，开启了看世界的窗口；杂志不
大，架起了奔小康的桥梁。

种植葡萄多年的村民尚德峰从《科
技日报》上学到一种先进的套袋培育技
术，年收入净增 4 万多元；村民张宗振
从《农民日报》看到农村土地承包制度
的解读后，打消了顾虑，承包 ８０亩林
地，建成林果种植基地，收益大增。

农民农闲季节，没有文化场所，习
惯了早上听鸡叫、白天听鸟叫、晚上听
狗叫，乏味单调不说，不少人还流连于
酒场、牌场。我投资 70 万元修建了
2000 多平方米的文化大院，建有图书
室、科普培训室、文化活动室，组织了
盘鼓队、健身队、舞蹈队。村里连续多
年无违法乱纪、无上访告状，被评为河
南省“小康村”“文明村”“特色文化
村”。我也被表彰为“河南省优秀退伍
军人”“郑州市劳动模范”，两次荣获
“国家扶贫先进个人奖”。

现在每天清晨叫醒群众的，除了
鸡鸣犬吠，还有读书、唱歌声；晚上陪
伴大家的是广场休闲、健身跳舞。这就
是我心中的乐土。

对于文化扶贫，我有切身感悟：改
革开放 30 多年，当前村里吃不饱、穿

不暖的人不多了，更多的是文化、道
德、心灵方面的“贫困”。他们需要文化
扶贫。

（三）

我对村里的教育问题高看一眼，
对那些寒门学子来说，资助一个孩子
就是孕育一分希望。

10 多年前，村里几年走不出一个
大学生，因贫失学者不少。2004 年至
2006 年，我出资 100 多万元，为 260 名
孩子承担了全部学杂费，直到国家出
台免交政策。设立 200 万元助学基金，
学生只要考上大学，就能获得 5000 元
以上的奖学金，并召开村民大会现场
颁奖。10 年来，共资助了 120 名大学
生，有进清华、北大的，还有到美国读
博士留学的。

俺村人有舞文弄墨的传统。我拿
出 4０ 多万元建起“书画基地”，每年
举办书法绘画大赛，有的评为中国当
代杰出书画家，有的作品被河南省博
物馆收藏。2100 人的楚沟村仅省、市书
法协会会员就有 8０ 多人，被命名为
“河南省特色文化村”“农民书法村”。

村里牌桌少了、书桌多了，翰墨飘
香，文风四溢，他们一手拿锄头种地，
一手拿毛笔写字，写出了文明新风和
精气神。

那身军装已经脱下了 32 年，但我
对它始终一往情深。这些年我们大抓
国防教育，连续 10 年涌现参军热，我
把 28 位热血青年，包括儿子送到部队
精忠报国。

说到部队，我又想起当年跑青藏
公路的事儿。有天雨夜，我和一位战
友单独执行任务，卡车出了故障，怎
么也修不好。在漆黑寒冷、荒无人烟
的高原上，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前
方有一盏灯。

以前是个兵，现在做盏灯。我的心
愿就是把积攒的一些光和热，做成一
盏有温度的灯，挂在乡亲们迈向康庄
大道的征途上！

上图：尚银州（右一）带领村民走

上文明致富路。 焦景宏摄

曾经，我们生命中都有被一

盏灯点亮的经历。那盏灯，可能

是一个人、一件事，甚至是一个

眼神。

河南省新密市城关镇楚沟村

村主任尚银州这盏灯，是千千万

万奋战在全国各条战线上退伍兵

的缩影。在“第二战场”，他们将

子弟兵薪火相传的好传统，化为

老百姓身边看得见的哲理、摸得

着的榜样。

投身军营，聚是一团火；脱

下军装，散作满天星。在群众期

待的目光里，我们每个人，都可

以像尚银州那样，成为一盏带去

温暖的明灯。

———记者采访手记

搭建国防教育大舞台
———内蒙古赤峰军分区开展“国防教育百堂课”活动侧记

■付进路 张贤林

今年以来，内蒙古赤峰军分区坚持
以《国防法》《国防教育法》《兵役法》等
政策法规为依据，着眼新形势、新问题，
通过开展“国防教育百堂课”活动，搭建
国防教育大舞台，军分区被评为自治区
国防教育“十佳”先进单位。

如何解决党政机关干部国防意识
淡的问题？如何加强国防教育的规范
性、系统性和经常性？今年初，赤峰军
分区提出在党政机关干部中开展“国防
教育百堂课”活动，得到市委书记、军分
区党委第一书记王程熙的支持。

党政机关是开展国防教育百堂课
的主阵地。为把国防教育百堂课的相
关内容渗透到党政机关理论学习中，
拉近党政机关干部与军人及国防建设
的距离，增强他们的忧患意识，军分
区、人武部积极协调地方有关部门，

先后与市、旗县 （区） 党校等 13 个
单位签署国防教育百堂课合作协议，
共同制定了 《赤峰军分区国防教育百
堂课实施意见》，明确军分区每名领
导每年授课不少于 4 次，旗县 （区）
人武部每名部领导每年授课不少于 8
次，军分区和 12 个人武部的领导全
年授课不少于 100 次。面对新形势、
新特点，他们编写了形式多样的国防
教育教材，让各级党政机关干部都能
对上自己的胃口，让消化吸收变得更
加顺畅高效。
“党为我们绘蓝图，军民融合很重

要。送科技、送法律，民兵任务真不少；

常备武、常拥军，国防建设很需要
……”国防教育小分队演出的快板书，
引来围观群众的一片掌声。针对国防
教育活动在城市比较频繁，在偏远地
区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该军分区主动
延伸触角、扩展根须，持续开展国防教
育“进百村、入千户、惠万民”活动，组
织民兵骨干人员进村入户宣讲。为增强
教育效果，他们还在乡镇、村、牧区成立
国防教育宣讲小分队，编排快板、相声、
歌舞等带有塞外老区特色和部队特点
的节目，定期到偏远乡镇演出。据不完
全统计，今年以来，全市共派遣宣讲教
员 500 余人次，组织市、旗县（区）、乡镇

（街道）三级党政机关干部开展国防教
育百堂课 300 多场次，参加国防教育百
堂课报告会 3 万余人，组织党政机关
干部 3.5 万余人次参观国防教育展厅
和南山革命纪念馆。

双拥活动是检验国防教育成果最
好的“晴雨表”。年初以来，该军分区把
国防教育百堂课纳入到双拥共建活动
中，在制定创建双拥模范城规划和标
准、落实规定和检查项目时，都把国防
教育列为重要内容，并通过征兵、军人
退伍安置、各种纪念日等时机进行专题
宣讲授课，牢固树立“心连心、同呼吸、
共命运”的思想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