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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期间，中共中央办公厅
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
基层减负的通知》，其中专门针对督查
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的问题，
明确提出要强化结果导向，坚决纠正机
械式做法。早在去年11月26日，习主席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
就严肃指出了“痕迹管理”比较普遍，但
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的问
题。痕迹管理，原本是督促工作落实、责
任到人的“好方子”，在个别领域和地区
却沦为新的形式主义，根源在于看似有

“痕”实则无“绩”，于事业无补，于形象
有损，必须进行清理。国防建设领域，尤
其要严防有“痕”无“绩”。

记载虽有“痕”，实效难寻“迹”。热
衷留痕者只注重形式不看重内容，“雨
过地皮湿”，甚至“光打雷不下雨”。如
个别县市议军会议而不决、主题泛泛，
程序虽走了，文件也发了，但该解决的
问题“涛声依旧”，该落实的政策“不见
真章”；一些单位军事日年年老一套，
现场到了，照片拍了，朋友圈晒了，没
有触及心灵、未提升认识，现场虽有

“痕”、心中没有“迹”；部分车站军人优
先通道虽然设了，但位置隐蔽，人流量
大，形同虚设；少数地区优抚工作信息采
了、台账建了、照片秀了，但喜报是军属
上门自己领的，光荣牌是老兵自己挂的，
工作虽有了“痕迹”，落实却走了样。

马克思说，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
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痕迹
管理本是近年来新兴的绩效考核手
段，其初衷是考核单位和个人开展了
哪些工作，如何开展工作，并以“有图
有真相”的形式展现，以便抽象工作具
体化，绩效考核形象化。然而有的单位
和个人钻起了制度的空子，不把精力
用在推动国防动员和基层武装工作落
实上，而用在包装材料、粉饰痕迹上。
有的慰问优抚对象如走马观花，大搞

“留影式”走访；有的应急分队训练、民
兵政治教育停留在有登记、有台账、有
材料上，大搞“填表式”落实、“卷宗化”
展示；有的落实不力、“留痕”卖力，无
视保密要求，演训搞随手拍，美化宣
传、纸上谈兵；有的甚至为应付检查考
核弄虚作假，无中生有，伪造材料。

痕迹主义图虚名，弄虚作假招实
祸。基层武装工作功在平时，用在急
时，见效战时。处处“留痕”或许可以欺
骗上级，骗取虚妄政绩，但瞒骗不了群
众，忽悠不了敌人，应付不了灾情。过
度热衷“留痕”必然损害自身和基层武
装工作在群众心中的形象，影响群众
送子参军、青年保家卫国的积极性主
动性，损害应急分队军政素质和应急
应战能力的提升。试想，作为国防“代

言人”的武装工作者不下“苏区干部好
作风，自带干粮来办公”的实功夫，怎
么奢求群众“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
最后的亲骨肉送他上战场”？武装工作
平时纸上谈兵、花拳绣腿，战时必然落
花流水、折臂断腿！

“天下事，以实则治，以文则不
治。”一些地区之所以“痕迹检查”，一
些单位和个人之所以迷恋“处处留
痕”，就在于“痕迹”给考核和应考双方
提供了简单直接的工作形式。根治“痕
迹主义”还需双向协同，上下发力，拿
出过硬措施，扎扎实实改进。坚持实事
求是的原则，切实改进基层武装工作
考核评价机制，树立“不看痕迹看实
绩”的导向，坚持多去现场、少看会场，
多问群众，少听汇报；推进数据统计的
分类管理、实时智能采集和个性化评
估，让“复制”“粘贴”等懒人模式无用
武之地。基层武装工作当坚持面向群
众，面向基干民兵创实绩、求认可，一
步一动抓好末端落实，真正用留在群
众心坎的“痕迹”，提升应急应战能力
的“恒绩”检验工作、谋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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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江晓斌、沈珠雷报道：
早春二月，江苏国家安全教育馆，来
自江苏省军区 26个直属干休所的第
一批从社会招录文职人员现地接受
警示教育。

“坚持初始即严，才能立起抓建
标准。”该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任李
光玉介绍，针对干休所建设和服务保
障要求，他们在文职人员入职之初即
着重引导大家坚定信念、严实作风，
将其纳入各干休所正在开展的“整顿
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秩序、整治隐患
和强化服务”的“四整一强化”教育整
训活动中，与所属官兵一起，集中学
习、试点观摩，强化底线思维和安全
意识，并通过组织队列训练等形式，
在规范日常养成中培养他们执行部
队规章制度的自觉性。

通过参加教育整训，“坚定信念
是本色，严守纪律是底色，竭诚服务
是角色”已成为所属干休所文职人员
的共识。新招聘文职人员孙婧深有
感触地说道：“参加这次教育整训，让
我看到了作为一名文职人员的标准
与要求，认清了一名老干部工作者的
责任与使命。”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
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按照职责分
工，压实责任，多措并举抓好直属干
休所建设，全面提升服务保障质量，
切实让上级首长放心、让老干部安
心、让工作人员舒心。

江苏省军区

紧贴干休所实际
立 起 抓 建 标 准

国防时评国防时评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武部根据
民兵分队任务特点，从难夯实民兵训
练基础，从严锤炼民兵战斗技能，培养
过硬作风。图为3月初，集训民兵进行

“泥泞极限障碍”训练。 钟兴良摄

从北京返回武汉，走出聚光灯的马
旭，生活渐复平静。但她位于武汉郊区
的家，已很难恢复往日的宁静，每天前
来寻访慰问的人络绎不绝，有的是为了
表达感动，更多的则是在寻找答案——
这位身材矮小的耄耋老人，究竟为什么
创下这么多奇迹？

每每遇到问询者，性格爽朗的马旭
都会将自己的心得和盘托出——“与天
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句毛泽东当年
在《奋斗自勉》里写下的话，也是马旭一
辈子的信条。

奋斗与安逸
——军人就要时刻

保持冲锋的姿态
走进马旭的家中，迎面是 3张诺贝

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的大照片。老
伴颜学庸笑言：“那是她的偶像！”马旭
却一脸认真，“我就是要时刻提醒自己
向屠呦呦学习，都是八十多岁，人家成
就比我大多了……”

为何耄耋之年依然保持着如此强
烈的进取心？马旭说，这辈子选择了军
装就与“安逸”无缘。“冲锋”，早已成为
这位有着72年军龄的老兵的惯性姿态。

翻开马旭的人生履历，她至少有 3
次可以选择安逸的机会。

1961年，从第一军医大学深造归来
的马旭，被分配到武汉军区总医院。然
而，听说新组建的空降兵部队急需野战
军医，她主动申请奔赴部队。

来到空降兵部队后，作为军医，马
旭可以踏踏实实地待在地面负责卫勤
保障，她却要求随队跳伞，并创下 3个
新 中 国 跳 伞 之 最 ：第 一 个 跳 伞 的 女
兵、跳伞次数最多的女兵和空降年龄
最大的女兵。

1988年，马旭从空降兵医院副院长
岗位离休。原本可以安享晚年的她，又
一头扎进科研事业。30年间，马旭研制
出能有效降低伞降伤病风险的“充气护
踝”、解决高原跳伞缺氧难题的“单兵高
原供氧背心”，写下了100多部学术论文
和训练教材……

有人说，奋斗就是为了将来能过上
安逸的日子。像马旭这样始终不懈奋
斗的意义何在？马旭的回答简单：没想
过意义，我就是怕闲着。也许，在老人
心里，能够如己所愿地去奋斗，就是一
种安逸。

奋斗与幸福
——军人最大的幸福

就是为人民造福
走进感动中国颁奖现场时，马旭和

老伴颜学庸都是一身迷彩。主持人白
岩松问他们为何都穿这身衣服，颜学庸
回答：“我们一直穿这个，这些衣服很
好，都穿不烂，为啥不穿呢？”主持人连
连感叹：“这就是最好看的情侣装！”

这身情侣装也是武汉第七干休所
的一道风景。马旭和老伴颜学庸是出
了名的革命情侣、伉俪情深。1963年，
同为军医的马旭和颜学庸相识结婚，婚
后问题随之而来：空降兵跳伞的“黄金
期”短，婚后一旦怀孕生孩子，几年都不
能参与训练，意味着跳伞生涯的终结。
于是，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作出惊人
的决定：不要孩子，把全部精力投入事
业之中。不后悔吗？不少听说他们故
事的人都问。特别是离休后，看到别人
儿孙膝下承欢，这老两口相依为命，更
多的人直言疑惑：奋斗一辈子图啥？这
样的日子算幸福吗？

“有遗憾，但不后悔，忙乎了一辈
子，不就是为了让别人过得更好吗？”马

旭说，“幸福在于对人民有所贡献。人
民认可我，我就很幸福。”

马旭的一生，从来都是围着别人
转。作为军人，她为人民“转”；作为医
生，她为官兵“转”。

在跳伞部队时，马旭发现总有战士
因为落地不稳而脚踝受伤。她和老伴
颜学庸查阅了大量资料，反复研究尝
试，最终获得重大突破，发明了跳伞着
陆时保护脚踝的充气护踝。

为便于到部队调研和医学研究，马
旭和老伴甚至放弃干休所安排的公寓
房，搬到位于郊区的一个偏僻小院。在
这里，马旭研制出了一大批科研成果，
写下了《空降兵非战斗成员初步分析》
《跳伞训练压缩性骨折 334例分析》等
100多部学术论文和训练教材。

“和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相
比，我能活着就是幸福。人的一生是有
限的，而为祖国作贡献是无限的，只要
生命不息，就得奋斗不止。”马旭说。

诚如斯言，“奋斗者是精神最为富
足的人，也是最懂得幸福、最享受幸福
的人”。

奋斗与苦乐
——在军人词典中，

不断挑战自我是一种快乐
倔强，是马旭留给他人最强烈的印

象。今年86岁的马旭，还在执着地准备
着考研！起因源于 19年前的一次“赌
气”：2000年，中国（湖北）科技博览会在
武汉举行，马旭的一项专利项目，因有
人质疑她的学历低而导致流拍。这一
质疑，让马旭萌生了考取研究生重回课
堂，找志同道合的导师一起研究这个项
目的念头。

考研，对于年轻人来说都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更何况记忆力已衰退的老

人？可马旭从来就喜欢干有挑战的
事。她说，在军人的词典中，不断挑战
自我、完成人所不能是一种快乐。

1961年，刚当空降兵没几天的马
旭，就给领导出了一个大难题：她要和
男兵一样跳伞。理由很简单：“作为军
医，我必须和战士们在一起。战士下去
受伤了，医生却还在飞机上，要我何
用？战士拿枪，我背药箱，战士到哪里，
我有责任跟到哪里。”

她的请求当时被驳回了：一是当
时我军还没有女兵跳伞的先例；二是
她的身高和体重都不符合要求。马旭
却铁了心。回到独自住的小院，她挖
了一个三尺多深的大坑，填满沙子，用
桌子、椅子搭起高台练习跳伞动作，每
天跳 500次，足足跳了半年。凭着一股
不服输的狠劲，她最终克服自身身体
缺陷，通过重重考验，赢得领导和官兵
的信任，顺利拿到了翱翔蓝天的“资格
证”，开启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女兵跳
伞的历史。

几年之后，马旭被批准为“试风跳”
小组成员。从 1962年第一次登机跳伞
开始，马旭从青年、中年一直跳到老年。

2018年，马旭为家乡黑龙江省木兰
县捐款千万的消息传出后，网络上“女
空降兵捐 1000万何来”上了热搜。的
确，1000万可不是小数，而马旭和颜学
庸都是普通军队离休干部，钱从何来？
这其实也是马旭自我挑战的结果。

刚结婚那年，马旭就和丈夫约定，
把家庭开支减到最低限度，钱省下来将
来捐给家乡。寻访过马旭的人，都不会
对这样的场景感到陌生：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的硬板床、四五十年前的老式沙
发，穿了 20多年的旧棉袄，十几年前的
翻盖手机……很难想象，这些几乎是这
位“一掷千金”的老人的全部家当。

一诺千金。马旭说，生活苦点不算
什么，我享受其中奋斗的快乐。

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颁奖现场，老兵马旭以自己的经历诠释什么是奋斗的人生——从第一代女空降兵
到耄耋之年捐资千万，她的举动震撼人心。春暖花开，记者走进湖北省军区武汉第七干休所，追寻——

一位耄耋老兵的奋斗哲学
■田国松 刘艺爽 本报记者 何武涛

本报讯 徐东辉、记者熊华明报道：
3月 11日，空军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
京签署军事职业教育合作协议。依托该
校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学科优势，在创新
军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推动科技
理论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型学习资源
体系建设等方面开展合作，军地携手开
辟共育人才新途径。

新时代的人民空军对高素质新型军
事人才的渴求更加迫切。这次协议约
定，根据空军部队练兵备战需求，双方合
作构建军事职业教育新型学习资源体

系，发挥该校信息技术优势,支撑新型学
习平台软硬件建设，新建、改造和引入一
批优质学习资源，推进双方网络课程和
教学条件等教学资源共享。该校选派青
年师生前往空军部队实习实践，了解部
队实际工作情况和需求，开展现场案例
式教学和交流，帮助空军官兵提升专业
保障能力，并以线上学习辅导、线下短期
集中面授和访问学者等形式，培训空军
航空兵部队飞行员、机务人员和有关单
位航理教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常务副校长、中

国科学院院士房建成介绍，协议签署
后，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长，实现优
势互补：空军定期选聘该校各学科领
域的知名专家教授，参与“空军大讲
堂”授课；针对空军一线官兵实际工作
中遇到的技术难题，选聘该校教师参
与“飞行员课堂”授课，帮助空军官兵
解答实际问题；该校定期邀请空军先
进典型，走进“北航大讲堂”，讲述爱军
习武事迹和航空情怀，引领师生传承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激发新时代空天
报国热情。

空军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签署军事职业教育合作协议

军地携手,开辟共育蓝天英才新途径

本报讯 林嘉报道：3月12日，由山
东省政府举办的政府采购培训班上出现
了十多名身着军装的学员。他们是来自
山东省军区及9家驻军单位的物资采购
办公室工作人员，此次专门来学习政府
采购评审专家库抽取使用办法。山东省
军地联合加强物资采购领域合作，通过
军地建立共享评审专家资源合作关系等

办法，提高部队物资采购保障能力。
军队物资采购工作，是连接战场和

市场的桥梁和纽带，对于军队战事保障
和训练开展及日常运行具有重要支撑作
用。当前，全军新体制下物资工程服务
采购管理规范性制度已经出台，如何提
高保障能力、建设现代后勤，需要探索新
的路径和方式。我军物资采购各资源信

息库建设起步较晚，尤其是各领域专家
资源分布相比国家和地方存在较大差
距，更新速度也相对缓慢。针对这一问
题，今年初，山东省军区与省财政厅政府
采购监督管理处签订《山东省政府采购
评审专家军民融合备忘录》，提高专家抽
取效率，增强评审环节的专业性，为集中
采购工作带来更多便捷。

山东省军地加强物资采购领域合作

资源共享，提高部队物资采购保障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