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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
专列一章规范基层自主建设，明确了
基层单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
造性的重要作用，为新形势下基层搞
好自主建设、提高自建能力提供了制
度依据和实践路径。抓基层打基础，
领导机关指导固然重要，但最根本的
还是要把自主抓建的“指挥棒”交给
基层，依靠基层，建强基层。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根
子在基层，活力也在基层。我军建设
的实践一再证明，基层始终是军队建
设与发展的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离
开基层和广大官兵的积极性、创造
性，基层建设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
本之木。依靠基层，建强基层，既体
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反映了我
们党的群众路线，又适应了新时代官
兵的特点和要求，是各级领导机关必
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和科学方法。

体制编制调整后，基层单位范围
更广、类型更多，担负职能不断拓展，
建设标准不尽相同，动态分散的特点
越来越明显，迫切要求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指导帮建基层工作，提高基层自
建能力。近年来，基层建设质量明显
提高，但仍存在责权利不统一、自抓
自建能力不强、机关合力指导不够等
问题。比如，有的喜欢“保姆式”帮
建，对基层大包大揽、统得过死、管得
过细；有的采取“运动式”帮建，抓工
作随意性大，计划来回变，工作缺章
法，想一出是一出；还有的奉行“甩手
式”帮建，以“各级管好各级的事”为
由，乐当“甩手掌柜”。如果领导机关
不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该放权放手
的不愿放、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
插手，结果必然是“你不放心，我不用
心；你不放手，我不动手；你不管的，
我也管不了”，影响制约基层建设质
量的提高。

输血不如造血，授鱼不如授渔。
依靠基层，建强基层，就是要把指导
帮建的着力点放在提高基层自主建
设能力上，坚持一级抓一级，发动基
层官兵抓落实。更要尊重基层工作
安排权、人员使用权、财物支配权，将
自主统筹、自主决策、自主抓建的“指
挥棒”交给基层，建立起单位自建、安
全自保、工作自转、矛盾自解、人员自
管的新时代基层工作模式。

依靠基层，建强基层，关键要端
正对基层官兵的根本态度。领导是
相对群众而言的，机关是为基层服务
的。有些同志自恃职务高、权力大，

“瞧不上”基层官兵；或是思想保守、
观念陈旧，“看不惯”今天的基层官
兵。究其根源，就在于对基层官兵的
根本态度不端正。领导干部要用信
任的眼光、欣赏的眼光、发展的眼光
看待基层官兵，带着对官兵的深厚感

情做工作。只要真心实意、全心全意
地依靠基层官兵，不断调动他们的积
极性、创造性，基层建设就会有坚实
基础和不竭动力。

当然，强调提升基层建设的自主
性，绝不是说领导机关就可以减轻责
任、减少作为，不能出现袖手旁观、当

“甩手掌柜”的问题，更不能出现领导
机关大包大揽、少数人“跳光杆舞”的
现象。避免这些问题和现象的发生，
就要结合本单位本系统实际，搞好基
层建设分类指导，狠抓经常性、基础性
工作落实，满腔热忱为基层解决实际
困难，特别是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主动靠上去，想方设法帮助解
决。真正做到尊重基层、服务基层、依
靠基层，齐心协力形成顺畅高效的抓
建基层工作格局，唯有如此，新时代基
层建设才能不断提高到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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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奖金，请拿好，希望你在下
个月的比赛中取得更好成绩。”4月27
日，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龙石村扶贫
车间，掌声不断，热闹非凡，贫困户黄
梅花参加扶贫车间举办的岗位技能大
赛，获得第二名，她高兴地从扶贫干部
手中领到200元现金奖励。

龙石村位于偏远山区，是九江军
分区结对帮扶村。2019年 4月，军分
区在该村推广就业扶贫车间，从浙江
义乌引进一个小商品加工项目，采取
来料加工的形式，通过集中或分散加

工，让贫困户利用农闲时间务工增加
收入。这种加工模式，很快受到村里
贫困户的青睐。贫困户黄梅花以前除
了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空闲时间没
有别的事可做。“在这里务工时间灵
活，家里有事可以忙自己的，空闲了再
过来。”黄梅花说，她业余时间到车间
做手套，一个月能赚2000多元。

贫困户邱满生高兴地告诉笔者，前些
年，他和妻子都在上海打工，顾不了家。
现在好了，村里办了扶贫车间，妻子在家
门口就业，既能赚钱又能照顾老人孩子。

“扶贫关键要扶志，要让更多的贫
困户主动参与，共享扶贫车间生产成
果。”一位驻村干部介绍，他们定期组
织扶贫车间岗位技能大赛，根据每人

制作小商品数量和质量排定名次、分
发奖品。同时，积极与外地企业联系
对接，拓宽销售渠道。如今，扶贫车间
不但让20多户贫困户的钱包鼓了，而
且缓解了企业“招工难、用工难”的问
题，探索出一条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
脱贫的新路子。

驻村第一书记潘攀说，现在龙石
村人的观念解放了、视野开阔了，在军
分区的扶持下，贫困户发展了黄蜀葵、
花果采摘园……乡亲们纷纷说：“感谢
党的好政策，让我们过上了幸福生活！”

“过上了好日子红红火火，赶上了
好时代喜乐年华……”扶贫车间里，黄
梅花的手机铃声响起，似乎整个龙石
村都能听得见。

扶贫车间飞出欢乐的歌
■熊 亮 林小强

人物简介：韩长彬，1976年 3月入
伍，1996年转业到辽宁省辽阳市检察
院。2015年 5月中旬，任吉洞峪满族乡
杨家堡子村驻村第一书记。

背景介绍：杨家堡子村地处辽东山
区，土地贫瘠、资源短缺，全村有 395户
村民，88户贫困户。2014年，被确定为
省级贫困村，经过3年多的奋斗，2018年
年底实现脱贫摘帽。

2015年 5月中旬的一天，我和辽阳
市检察院的两名扶贫干部，沿着蜿蜒的
盘山公路颠簸80余公里，来到了杨家堡
子村。

我至今还记得刚到村里时，受到的
“待遇”：男人们三五成群，指指点点；妇
女们双手抱在胸前，窃窃私语，眼神中
透出一丝怀疑:“啥扶贫干部，不会是晃

一圈就走吧？”一位村民还上前问我，你
们是市里派下来扶贫的，带米带面没？

“没米没面，那你们就把村里的路
修了吧！”村民说出了心头最大的期
盼。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杨志业告诉我，
村里的路不好走，小商小贩都不愿进村
卖货，推一车豆腐在村里走个来回都能
颠成豆腐渣。

驻村头件事，是要摸清贫困户的底
数。村干部带着我，一户不落地把贫困
户走了一遍。半个多月后，将贫困户的
迫切需求列出清单，我开始筹集资金，转
身当起了“包工头”：村内路和出村路铺
上了柏油、5座危桥加固后达到通车标
准，坑坑洼洼、雨天积水的乡村小学操场
运土垫平……一些来接孩子放学的村
民，开始主动和我打招呼。

头三脚总算踢开了。随后，我请来

专家调研，他们建议村民种植香菇。没
想到，这个想法碰了“钉子”，大家都怕辛
辛苦苦攒下的钱，投进去打了水漂。

我只好挨家挨户地做工作，终于，
有几个敢闯敢干的年轻人决定和我一
起干。我请来香菇种植专家提供技术
指导，建大棚、修冷库，并于 2017年年
初成立特色产业合作社。好事多磨。
那年，5万公斤香菇成熟在即，销路又成
了难题：周边的市场已经饱和，想卖到
外地，又不认识批发商。我和贫困户陷
入两难境地。

在尝试过多种方法之后，我在微信
朋友圈发起了求助：“我是韩长彬，我为
杨家堡子村香菇代言。我们诚实守信，
目前情况紧急，真心期待您的相助。”消
息在我的战友、同事圈中迅速发酵。同
时，我还联系上当地公益组织，争分夺秒
联系商户看香菇签订单。100多名志愿
者复制转发了我朋友圈的信息，在多个
微信群搞起卖香菇“爱心接力”。

几天时间里，沈阳、北京等地100多
张订单纷至沓来。前后 30多天，5万公
斤扶贫香菇全部售出，1公斤卖到 4元

钱，解了贫困户的燃眉之急。
老百姓的想法很实际，你给他做宣

传，喊破嗓子，说破大天，他不一定买账；
你给他带来实惠，不用召唤他都跟你
走。如今，在该村种植香菇的农户越来
越多。

驻村3年多，我的成就感越来越大：
前前后后争取了上百万元资金，改造危
房 35栋、建大棚 50余栋，还建起了文化
广场、卫生所、信息网络室、农民书屋
等。2018年年底，杨家堡子村的贫困户
全部脱贫摘帽。

按说脱贫了，我就可以离开了。但
是，刚刚脱贫的群众会不会返贫？这些
担心萦绕在我心头挥之不去。

“脱贫攻坚，既要精准，更要持续。
我已下定决心，老乡不致富，我老韩不
撤回。”今年年初，我和村“两委”班子成
员，与多家企业结亲，采取“公司+合作
社+村委+农户”的模式，不断壮大村集
体经济，仅此一项村民每年就能分红
4000多元……杨家堡子村离小康生活
越来越近啦！

（来新年、谭长俊整理）

老乡不致富，老兵不撤回
■韩长彬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

务实整组促进科学编兵
本报讯 侯红娟、胡勇报道：4月

底，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人武部着眼形
势任务，积极拓宽编组渠道，提升队伍的
科技含量。他们整合区域资源，优化整
组方案，将民兵整组与兵役登记捆绑抓、
编兵配干与遂行任务衔接建，有效提升
了武装工作的实效，实现了多方效益最
大化。

山东省费县人武部

开展争当优秀民兵活动
本报讯 张少华、王坤乾报道：连日

来，山东省费县人武部在全体民兵中开
展“传承红色基因、争当优秀民兵”教育
活动，通过专题教育、基干民兵签名、

“我奋斗我精彩”演讲等形式，引导民兵
树牢政治意识，积极投身军事训练，人
人争当优秀民兵。活动开展以来，先后
有 6名民兵被评为训练先进个人、岗位
技能先进个人。

黑龙江省拜泉县人武部

发动民兵帮扶贫困户
本报讯 宋心元报道：连日来，黑

龙江省拜泉县人武部发挥民兵骨干带
头作用，组织近百名民兵志愿者，采取
一对一、多对一方式，帮助 20多户贫困
户解决农产品滞销难题；协调当地农
业机械合作社，优先为贫困户春耕备
耕 600余亩、运送种子化肥 200余吨，受
到贫困户的一致称赞。

“伍军医真是好样的！”“转业离队
之际，更显军人本色”……连日来，在北
部战区陆军第 80集团军某旅，军医伍
玖洋路边施救昏迷老人的事迹在微信
朋友圈刷屏。

4月 24日 22时左右，军医伍玖洋、
驾驶员刘安生驱车赶往医院，送一名患
病战士就医。在行至市区某路口等红
灯时，突然看到一位老人躺在地上。伍
玖洋下车冲上前去，把压在老人身上的
电动车挪开，发现老人已昏迷不醒，面
部有轻微擦伤和少量出血。

“老大爷，您醒醒。”伍玖洋呼喊了几
次，老人未醒。见状，他初步检查后，与驾驶
员刘安生交替为老人进行心肺复苏按压。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伍玖洋一面
不停地按压，一面招呼周围群众尽量不

要围观、影响空气流通。几分钟后，老
人稍有点清醒，在群众的帮助下，用担
架将老人抬上他们的卫生救护车，紧急
送往某医院。

“谢谢亲人解放军！今天救了我一
命！”老人清醒过来后回忆说，自己骑电
动车在路口拐弯时，不小心撞到路障摔
倒在地。原来心脏就不好，这一惊吓就
啥都不知道了。

医生在展开进一步救治的同时，联
系到了老人的子女，看到他身体并无大
碍后，伍玖洋一行这才放心离开。

据悉，伍玖洋前不久已被单位确定
转业。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直坚守在
工作岗位。面对战友的称赞，伍玖洋显
得很平静：“作为一名军医，救死扶伤是
我的职责，那一刻我只想到救人要紧。”

老人遇事故昏迷不醒
军医伸援手果断施救

■段玉洋 范存印

本报讯 许海龙、王宇报道：4月
底，黑龙江省龙江县人武部组织民兵
执行巡逻、训练等任务间隙，思想骨干
杨利民用抖音直播讲述 3个经典战例，
引来众多点赞跟帖，激发了民兵的训
练热情。

该县青年民兵在外打工和经商的
人数多，存在政治教育人员难集中、时
间难保证、内容难落实等问题。“发展中
遇到的问题，必须用发展的思维去解
决。”经过专题调研，人武部党委一班人

讨论后提出对策：化整为零，将教育融
入生产训练中。

随后，他们组织了 5支由人武部干
部和民兵思想骨干组成的宣讲小分
队，深入田间地头、厂矿企业宣讲党的
创新理论，结合民兵生产生活开展随
机教育。同时，利用微信、抖音、快手
等网络手段，开展生动活泼的思想工
作。前不久，人武部主题教育部署会
刚结束，民兵的手机便同时收到一条
微信：“第一专题教案已发布，请大家

登录民兵微信群下载，并及时上传学
习体会……”

笔者采访看到，训练间隙，他们邀
请老民兵讲述当年民兵父子同台竞技、
兄弟双双夺冠的故事，激励民兵以更饱
满的热情投入练兵备战中。

民兵走到哪里，教育跟到哪里。人
武部领导告诉笔者，两年多来，他们把
民兵政治教育融入平时生产、军事训练
和执行任务全过程，给民兵工作带来勃
勃生机。

黑龙江省龙江县创新民兵政治教育形式

生产训练在哪，教育跟进到哪

4月23日，四川省简阳市人武部组织民兵骨干来到定点帮扶的五合乡新
乐村，和贫困户一起到蔬菜地拔草、培土、除虫等，助力贫困户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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