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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役军官身处军地结合部，如何面对军队改革大考？
广东某预备役团以集训为契机加强教育引导———

拥护改革，人人都是参与者
■潘 均 顾 玮

“尽管年终岁末地方工作任务比
较繁重，因参加全军诸兵种联合演练而
推迟的预备役军官年度训练不能欠
账！”12 月中下旬，在军队深化改革的
大幕拉起之际，广东某预备役高炮团紧
紧抓住预备役军官队伍这个“关键少
数”，大讲“改革没有旁观席，人人都是
参与者”的道理，在战斗力建设上持续
用力，引导他们以饱满的参训热情拥护
改革、支持改革、投身改革。

走访编兵单位，

拆除思想藩蓠

预备役部队是否转隶？兵力部署
如何调整？面对即将到来的改革，网络
上众说纷纭的信息困扰着预备役军
官：有的向团队写请假条申请不参加
集训，有的向现役干部打听团队今后
改革去向，有的对待部队工作开始推
脱等靠……

预备役军官队伍中蔓延的一系列
思想变化引起了团党委的警觉。为了解
决好预备役军官关切的问题，班子成员
逐一走访各街道、院校等编兵单位，讲
清撤转并改都是大局需要，个人要自觉
服从改革，支持改革；与预备役军官面
对面开展“入队为什么、当官干什么、奋
斗图什么”大家谈活动，引导官兵回归
初心，自觉做到以部队建设大局为重，
为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提供了坚强政治
保证。

号召官兵坚决拥护支持改革的动
员取得了实效。政治处预任干事韩兴凯
心脏手术后还在休养期，接到任务后仍
坚持参训；后装处预任助理员吴之民放
弃年度休假安排，集中精力参训……百
余名预备役军官克服年终地方工作任
务重等困难，积极参加年度军事训练，

把拥护改革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干好本
职工作的激情干劲。

注重思想引领，

启发政治自觉

调查发现，由于对军队历次改革缺
少直观体验和感情认同，集训中的少数
预备役官兵对改革既高度关注，又心存
疑虑。

为此，该团在集训期间邀请国防
科技大学等军事院校的专家教授就大
家关切的国家和军队改革等问题作授
课辅导；采取大课析史、小课明理、
讨论深化等方法，组织深入学习我军
发展历史，回顾建军以来历次调整改
革所带来的战斗力的提高；组织参观
42 军防化团、驻港部队等单位，让预
备役官兵在实地实景实情中感受部队
改革发展的强劲步伐；组织官兵和老
领导、老战友互动互访，忆峥嵘岁月，
悟发展之道；举办“改革就在身边”
故事会，引导大家理清历史脉络，在
追根溯源中坚定对改革的信念信心，
从真理真情真实中领悟没有军队改革
就没有今天强大国防的道理。

经过认真学习，预备役军官纷纷
表示，支持拥护改革既是政治自觉，
也是职责所系，必须以实际行动真正
为改革保驾护航。“改革不仅仅是现
役官兵的事，也是我们预备役军人的
事，人人都是参
与者。我们预备
役官兵必须自觉
听令而行，为完
成各项改革任务
贡献力量。”集
训总结上，训练
标兵丁庆林的发

言振奋人心。

聚焦使命任务，

提升训练标准

怎样为改革作贡献？搞好战斗力建
设就是为改革作贡献。

单位建设有战斗力，上级重视、地
方支持、班子有力，这些都必不可少，但
更重要的是预备役军官练就打赢本领，
树起打赢标准，带出打赢精兵。为此，该
团党委始终抓住预备役军官这个“关键
少数”，强化军人意识，要求预备役军官
穿上军装就要争做“有灵魂、有本事、有
血性、有品德”的革命军人，刻画指挥员
的模子，带出部队的好样子、好风气。
“不管怎么改革，军队的职能使命不会
改变，预备役部队能打胜仗始终是核心
要求，必须在预备役军官中把战斗力标
准牢固立起来。”团长柳奎德在党委议
训会上强调。

此次集训，该团提升训练标准和难
度，增加指挥、战术、投弹等课目，让预
备役军官一走进军营就感觉到浓浓的
“火药味”。团政治机关还建立了预备役
军官训练档案，把训练成绩和参训情况
纳入预备役军官履职情况鉴定，通报给
地方组织、人事部门，大大激发了预备
役军官参训的主动性。参训官兵把支持
改革的热情转化为岗位建功的动力，用
集训中的优异成绩支持改革。

1月 2日，呵气成霜，新疆伊犁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姚志江领着儿子姚勃昕，带着书籍、食品等礼物专程看望他的维吾

尔族“闺女”热孜亚。听说热孜亚在最近的一次六年级单元测试中荣获班级第二名的消息，姚志江直夸“闺女真的很棒”，并

当场给予 800元奖励，哥哥姚勃昕主动给妹妹讲解作业。热孜亚父母均为残疾人，生活困难。两年前，姚志江得知这一情

况，当即决定与热孜亚一家结为扶贫对子。此后，姚志江经常上门给热孜亚父母提供致富信息，适时送去粮种、鸭苗。逢年

过节，他都要带上礼物上门看望。 朱德华摄

战士登台“挑刺”机关回去整改
云南某预备役通信团党委机关扎实倾听基层意见改进作风

■缪祥兴

“机关为基层服务质量不高”“医务
室服务质量有待提升”……近日，云南某
预备役通信团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
评会，台上基层战士大胆提意见，台下领
导干部认真倾听。

笔者在现场看到，12 名基层战士代
表被请上主席台后，一点也不怯场，围绕
近期部队建设的不足之处“说事挑刺”，
虽然语言朴实，却直指问题。台下，团党
委“一班人”和机关干部认真做笔记。该
团勤务队四级军士长李志勇上台，点名
批评军务股在士兵批假时，存在“关系
好多批几天”的现象。军务股股长表示
虚心接受，一定坚决纠治这种现象；该
团公勤班战士包艳龙对团医务室服务
基层的质量提出批评，卫生室军医石红

军当场表态，在以后的工作中希望大家
监督……

战士大胆积极谏言，领导虚心接受
批评，这样的好氛围不是一天形成的。团
政委李云介绍，以往类似的讲评会也开
了不少，但许多战士上台讲问题时总是
遮遮掩掩、不疼不痒，有问题不敢提，有
想法不敢说，担心领导给自己“穿小鞋”。

为解决这个问题，该团统一了认识：
党委机关就是要服务基层，解决基层难
题。党委机关的好坏，基层官兵最有发言
权，基层官兵的建议和意见，可以更好的
改进工作。如果听不到战士的真话，就等
于堵住了自己的耳朵，不仅无法全面了
解以往的工作实效，也找不到未来改进
工作的着力点。

为鼓励战士敢说话、说真话，团党委
采纳了官兵提出的多条合理化建议，并
当众表扬了大胆建言的 6 名战士，2 名
机关干部因听不进基层战士的意见被责
令在全团军人大会上作检查。团领导还
在各个场合要求机关虚心接受基层指出
的问题，谁查找解决的问题多就表扬谁，
谁为难基层就打谁的板子。

把战士请上台，请他们提批评意见，
揭领导机关的“短”，找准差距，拿出改进
措施。据悉，这次战士上台讲评党委机关
工作，一共提出了 34 个问题。随后，该团
采取分工明确、具体到人、挂账销账的方
式，在宣传栏里进行公示，请官兵监督，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直到官兵满
意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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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化冬训训什么、怎么练？元
旦刚过，山东某预备役师围绕这一
话题，对去年 12 月 18 日至 29 日组
织的冬季野营训练再次复盘，在解
剖麻雀中发现与实战化不符的问
题，找准制约训练质量提升的短板，
挤出冬训中隐藏的水分。官兵们说，
从难从严成了习惯，练出打胜仗的

肌肉记忆了。

“今天走过场，明天

上战场就要害自己”

徒步行军不穿配发的迷彩胶鞋，
五颜六色的轻便旅游鞋成了脚下装
备；背囊内不放被褥、大衣等携行物
资，却放着自己的羽绒被装，既蓬松
又轻松；私家车尾随队伍，提供伴随
保障……这些现象曾一度出现在预
备役官兵冬季野营训练的现场。“这
次冬训要坚决杜绝以上与实战化不符
的行为，决不能图形式，今天走过场，
明天上战场就要害自己。”师长杜清华
在全师冬季野营训练动员大会上的发
言掷地有声。

一言激起千层浪。一场“转变训练
作风、提升实战能力”的战斗力标准大
讨论活动轰轰烈烈展开了。结合往年
的冬训情况，大家纷纷刀口向内、揭短
亮丑，共梳理查找出重形式摆场面、敌
情观念淡薄、把冬训当成体验生活等
10 余项不实之举。

针对这些问题，该师严格制度标
准，敢于较真碰硬，不管预任军官在地
方职务有多高、资格有多老，不怕得罪
人、丢面子，一切按照打仗标准要求。

规章制度严起来，官兵作风形象
实起来，稀稀拉拉的队伍也变得硬朗
起来。一些穿惯了软底皮鞋的预任军
官突然换上硬邦邦的迷彩胶鞋，一时
还真不适应，加上一天近 10 个小时
的徒步行军，很多人脚上打起水泡，
第一天行军穿水泡的马尾就用掉了
几十根。

“再怎么变，基本作战
方法仍须牢牢掌握”

“嘟—嘟—嘟—嘟……”三长一短
的紧急哨音响彻在胶东招虎山地域。
“敌炮火袭击、飞机侦察，部队疏

散隐蔽！”师副参谋长陈英起命令部队
立即作出反应。只见全副武装的官兵
迅速躲到路边有利地形疏散隐蔽，驾
驶员则驾驶车辆寻求炮火死角，就地
构筑伪装……

就在陈英起宣布组织开展战术
课目演练时，部分官兵窃窃私语：“这
样的寒冷天气，以前都是走走就行
了，还组织这些战斗课目干什么？”
“又不是真枪实弹，也不组织打靶，没
什么意思。”

战术训练怕苦怕累，未来怎么上
战场？站在队伍前列的该师政委王廷
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只见他稍作
沉思，快步走到队伍面前，随即来了
一次临战动员：“用高科技装备武装
起来的军队，能解决所有的作战问题

吗？信息化条件下作战，也会有现代
与传统方式同时或交替出现的局面。
再怎么变，基本作战方法仍须牢牢掌
握，这些老课目不过时。”一席话点燃
了全师官兵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摔
打磨炼的练兵激情。

笔者了解到，该师在这次野营训
练中，坚持把冬训打好基础与遂行作
战任务相结合，变“以走为主”为“走战
结合”，把战备等级转换、进入疏散地
域、向集结地域机动、战斗筹划、组织
开进、攻防战斗等训练课题，细化分解
到冬训的各个阶段，按照作战任务设
置演练背景，结合环境条件组织实战
演练，提高实战能力。

“有一说一，不合格就
绝不撒手”

“部队组织机动中，指挥员地图使
用能力不强，不能按指定路线行进；战
术课目演练，部分官兵敌情意识不强，
存有练为演、演为看的现象……”

这是该师参谋长王田在野营训练
第一阶段复盘讲评时，就训练中存在
的问题予以纠正。

以往搞冬季野营训练，行军过了、
演练完了就皆大欢喜，最后总结多是
“圆满成功”。对预备役军官来说，给他
们留下印象的也就是脚上起了几个水
泡，而对于演练课目，都是“蓝军”一冲
就散，山头一攻就赢……
“这次，我们把复盘推演搬到了

训练场，演练完一个课目现场推演讲
评一个课目，对官兵训练中存在的问
题现场纠正，有一说一，不合格就绝
不撒手。”师司令部作训科科长路兴
杰介绍说。

笔者在现场看到，第一次考核课
目没能过关的官兵，没有垂头丧气，
而是按照实战要求组织“复盘”，仔
细查找问题，确保“不被同一块石头
绊倒”。
“嗡、嗡、嗡……”刺耳的防空警报

又为官兵带来下一轮的考核课目。此
次考核，该师导演部不像以往那样发
预先号令，也不提供导调文书，而只出
情况。笔者随手拿过秘群科预备役军
官魏峰手中的情况通报，发现这样几
句话：“战斗进入胶着状态，行动暂时
受阻，个别官兵出现怯战心理。”眼前
的魏峰干事忙得焦头烂额，又是调查
官兵思想反应，又是组织心理骨干进
行心理干预……
“通过敌炮火封锁区”“通过电磁

干扰区”“快速开设指挥所”等 13 个
课目反复演练下来，官兵们只有一个
目的：莫把冬训当儿戏，真起来、难
起来、严起来、实起来，练出实战味
儿，练出精气神。

上图：预备役官兵通过“敌”炮火

封锁区后继续前进。

菁菁校园孕育“国防绿”
■龚晓明 王传飞 本报记者 欧阳春

江西省萍乡中学坚持把国防军事元
素融入教学实践，以军地共建激发办学
动力，举办丰富多彩的国防教育主题活
动，营造出浓厚的国防教育氛围，成为萍
乡市“拥军示范基地”，还被原南京军区
空军政治部授予“招飞工作先进单位”。

为了通过国防教育促进中学生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萍乡中学成立了
国防教育领导小组，经常组织教学骨干学
习国防政策，坚持把国防教育纳入教学计
划；每逢重大纪念日，学校都会开展国旗
下演讲、国防主题班会和参观革命纪念馆
所等活动；同时每年 5月举行红歌比赛，
将开学第一课固化为“国防教育宣讲课”
等，实现了国防教育的常态化。

随着智能手机和网络成为学生普
遍使用的学习辅助和通讯手段，萍乡中
学充分抓住这一特点，利用手机 QQ、
微信发布、文化橱窗、校园网和校园广
播，开设了以国防教育为主题的专栏橱
窗、专题网站和专题广播，传播国防知
识，宣传国防政策，展示学校自身国防
教育成果。结合征兵、军训、阅兵和重大
庆典纪念等时机，举办国防图片展览、国
防教育演讲、红歌曲艺演出和国防知识
竞赛等。通过这些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

使校园国防教育更加贴近时代主旋律。
在日常教学中，他们注意把明将抗

倭、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等历史事件引
入课堂，组织师生开展热点讨论，引导学
生感悟中华民族追求独立、反抗侵略的
决心斗志；注意抓住学生普遍关注的热
点焦点，充分运用《国防法》《反国家分裂
法》等法律法规，帮助学生了解国际形
势，激励学生强化危机意识，随时做好听
从祖国召唤的准备。

军训是学生增强团队意识、培养刚
强性格的基本形式。萍乡中学每年组织
新生军训，让学生参加准军事化生活，
完成军事化训练。为锤炼学生的精神意
志，学校模仿部队训练环境，先后投资
近百万元，新建了军体素质拓展基地和
心理实验基地，开辟了 30 亩劳动实践

基地。学校每天组织一次军体操演，每周
组织一次劳动实践，每学期组织一次 15
公里徒步拉练，每年组织一次野外生存
训练，让学生在合作与竞争中，学军人风
骨，练过硬作风。

近年来，萍乡中学先后与萍乡军分
区、武警萍乡支队和外地部队结成共建
对子，每年组织学生参加军事夏令营活
动，让学生亲身体验军人生活，感受军人
如何奉献。在办学实践中，学校根据学生
爱好和成绩，积极鼓励毕业生参军报国。
萍乡中学还与南京招飞中心、部分重点
大学合作办起了江西省首家“飞行实验
班”，每年为国家输送 10余名飞行员。这
个国防教育与普通中学教育结合出的果
实，成为萍乡中学创新教育教学模式的
成功范例。

拥护改革
支持改革
投身改革

姚主任有个维族闺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