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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四风” 转作风 树新风

本报讯 贾春明、谢超凡报道：近
日，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合成二营营长王
喜带领官兵投入一场营战术比武考核。
现场担任考官的旅领导介绍说，此次全
员比武考核将持续一周，旨在查找和补
齐战斗力短板。

去年，该旅经历调整改革、转隶
移防，部队新组建后，各作战要素需
要尽快磨合。年终训练考核后，他们
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复训补训。为进一
步查漏补缺，新年开训后，该旅举办
此次比武考核，搭建群众性练兵平
台。据介绍，考核内容不仅包含基础
体能、识图用图、卫生救护等传统课
目，还有合成营模块化编组作业、信
息化作战指挥等。

笔者在比武考核现场看到，合成营
参谋业务考核区，参赛人员完成指挥沙
盘堆制后，立即转入信息指挥系统操作

竞赛；防化分队考核设置在密闭房间
内，参考官兵穿戴防护服，冒着刺鼻黄
烟展开毒气侦测比武。与此同时，闭光
条件下轻武器分解结合、“战损”车辆
装备抢修、手榴弹投准、强电磁干扰下
的电台操作等 20余个课目也在紧张进
行，现场传出阵阵呐喊声，参赛和观战
官兵热情高涨。

比武考核，比出了干劲，考出了动
力。该旅装步一连排长张奇在刚刚结束
的干部组射击、战术基础动作和 400米
障碍考核中包揽 3 项第一。走下比武
场，他激动地说：“新年的第一场比武
点燃了我们的训练热情！”

不少在考核中失利的官兵，也积
极找差距、定目标，表示要尽快补齐
自身短板。该旅领导介绍说，他们将
结合比武情况，修订完善新年度军事
训练计划。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注重找准差距定准目标

“新年第一考”聚焦补短板

本报讯 刘港、特约通讯员唐继光
报道：为休假官兵及来队家属提供接送
站等服务、协调驻地通信公司和银行进
营区集中办理业务……1月下旬，随着
新疆军区某师新年度党委机关为基层
办实事计划逐渐落实，该师官兵有了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
“兵之所忧，我之所思；兵之所思，

我之所行。”制订新年度办实事计划前，
该师党委机关下基层蹲点，广泛听取基
层意见建议，找准一线官兵现实需求，
将大家普遍关注、急需解决的具体事遴
选出来，作为办实事计划的主要内容。

笔者在该师了解到，由机关派出
的快递分发员将官兵的快递直接送到

连队发放，过去官兵取快递来回跑的
现象不见了。机关多部门联合办公，
将探亲休假官兵的报告与订票、接送
站事项一并办理，上门服务。探亲归
队的修理营士官小李，刚下飞机就登
上了师里的接站专车。他说，师里的

暖心举措让他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
暖。

宣传科负责每月组织一次文化广场
活动、军需科负责每月提供一次被装调
号和衣物裁改补缝服务……翻开师里的
办实事计划，笔者发现今年要办的 10件

实事，件件都指定了具体的负责科室，并
明确了完成的时限。据该师领导介绍，
办实事计划落实情况将与机关年度创先
争优直接挂钩，为落实坚决、服务周到的
科室“加分”；对落实不力的科室，师里将
按转改作风相关规定作出处理。

新疆军区某师广泛听取意见拟定办实事计划

服务基层注重对准官兵需求

本报讯 马艺训、特约记者邹清明
报道：“没了‘高谈阔论’，却多了一份实
实在在的对比和反思。这次会议简朴却
不简单！”1月 19日，正在参加武警云南
总队党委扩大会议的文山支队政委张尧
感慨道。

据悉，此次会议中各单位主官轮番

登台，就本单位建设形势作分析发言，
对存在问题拿出解决措施，有针对性地
谋划新年度工作。挂钩帮建的总队党
委常委一对一讲评团级单位主官，见人
见事，把问题摆在桌面，讲在“要害”、触
到“痛处”，3个单位主官因单项工作完
成不力而作出检查。记者翻看会议议

程，上级通报与本级表彰决定被放在
了议程的显著位置，少了“领导致辞”
“作指示”等字眼，“工作总结反思”“部
署解决总队重难点工作”等内容格外
醒目。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

永远在路上。”该总队党委一班人深入

学习习主席重要指示，认真查找“四风”
突出问题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
新表现，坚决加以整改。专门制定改进
领导机关工作指导和工作作风措施，强
调会议该压缩的压缩，能合并的合并，
可以不开的坚决不开；行文、发文由机
关各部门相关业务处室一起交流碰头，
联合下发；对汇报工作、组织讲评等进
行规范，限定时间、精简报告页数、控制
参会人员范围……
“要切实‘拧干’讲话中的‘水分’，让

‘湿货’变‘干货’！”会议结束后，迪庆支
队支队长邹涧华便风尘仆仆赶回单位。
该支队以总队党委转会风为示范，深入
查找“四风”问题，列出清单，对表限时
整改。

武警云南总队党委以上率下转变会风

拧干水分，会议发言切中要点

本报讯 曾浩云、毛规报道：机关经
常性工作文电统筹下发、一份文电涵盖
试点观摩所有事项……1月上旬，南部
战区陆军某边防旅深入推进作风建设，
出台一系列刚性措施，从文电下发入手
遏制“四风”新表现。

文电连环套、材料催着要、周末收电
报……文电通知多是困扰基层的“老大
难”问题。由于缺乏统筹协调，机关各部
门通知“撞车”现象时有发生。笔者翻阅
该旅侦察连收文记录本中记录的数百份
文电通知发现，其中不乏文电“撞车”、令

出多门等现象。
“破除‘四风’，防止文电干扰基层，看

似是操作层面的问题，实质是各级机关敢
不敢担当、对基层负不负责的问题。”新年
度工作专题筹划会上，该旅党委决定依照
各个部门工作实际，量身定制年度文电下

发标准，并要求所有下发基层的文电必须
经由值班首长统一签发。他们还对文电
内容、下发范围等 12个具体问题进行细
化规范，为文电“瘦身”。

机关重实效，基层得实惠。该旅八
营开展的新年度基层建设试点任务中，
旅作训科仅下发一份通知便列出筹划
此次任务的所有相关事宜。教导员何
龙很快看完全文，感慨地说：“如果像
以往那样，这些文电我要看半天才能
把需要落实的具体工作‘拎’出来，而
且很可能上午刚把工作确定下来，下
午又有新的文电送来，只得重新调整
安排。现在统筹安排工作的效益高了
不少。”

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改进机关工作作风

统筹合并，文电瘦身简明实用

“永暑礁医院分会场，这里是海
军总医院主会场，现在开始试线，请
问声音、图像是否清晰？”
“清晰！”
“好的，下面请神经外科副主任医

师王亚明开始述职……”
远程视频的另一端，南沙永暑礁

医院，王亚明身着迷彩服，面向视频
镜头，向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考评委
员会评委们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后，
开始述职。

这是 1 月 15 日，海军总医院高职
资格评审述职考评会场上的一幕。该
院通过军队远程医学会诊系统，与永
暑礁医院进行远程视频对接，正在南
沙执行永暑礁医院帮建任务的医疗队
员王亚明藉此顺利完成高职资格评审
述职。

今年，王亚明副主任医师是第一
次参加该院主任医师资格评审。前
期，他积极整理撰写述职报告，精心
制作PPT，各项准备工作有序进行，信
心满满。但当得知述职时间后，他不
禁有些担心：他在外执行任务，把书
面述职材料交给评委参评，会不会影
响到评委对本人的印象？会不会影响
个人能力水平的展示？
“职称评审事关每名技术干部的切

身利益，尤其是在外执行任务人员，
绝不能因为他们远离评审现场而影响
能力的展示。”该院政治部主任程海涛
说，院领导了解到情况后，决定打破
常规，依托远程系统，让远在南海岛
礁上的参评人员与在北京的参评人员
“面对面”述职，同台“打擂”。

记者在主会场看到，大屏幕上，
王亚明围绕个人情况、近 5 年医教研
工作实绩、为兵服务、廉洁自律等进
行述职，特别介绍了他执行永暑礁医
院帮建任务以来，跨学科领域完成的
断裂尿道修补缝合手术，以及为守礁
军民开展医疗服务情况，让现场评委
深入了解到礁上医务人员所做的工
作。这次跨越数千公里的述职，既
让王亚明真实地展现了自己的工作成
绩和能力素质，也让大家感受到医院
党委尊重人才、关爱执行任务人员
的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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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翟思宇、曹可轩报道：近
日，海军陆战队某旅组织所属特战营开
展野营综合拉练。拉练过程中，风气监
督员全程监督大小战位，密切关注着部
队的训风演风。今年开训以来，该旅严
格贯彻落实习主席训令，创新训练督导
机制，把纠治训风引向深入。

他们建立风气监督员、昼查夜巡
员、作战训练科、纪检监察科联合监督
模式，采取群众推荐、民主测评、逐个
考核、集中培训的方式，从各营连选拔
思想素质好、军事素质强的官兵担任风
气监督员，重点监督部队军事训练和基
层敏感事务。他们还组织风气监督员认
真学习军事训练监察清单和军事训练大
纲，结合部队实际细化评价标准，提高
训风监督的针对性、实效性。

前不久，风气监督员在战术训练

场发现，某特战连参训干部装具不
全。风气监督员在旅军事训练讲评会
上指出这一问题，这个连队的 2名干部
被责令在全旅军人大会上作检查。昼
查夜巡人员发现，某连攀爬训练每次
仅 2 人参加，许多官兵都席地而坐等
待。问题反映至机关后，作训科及时
指导该连调整组训方式，训练效益得
到明显提升。

监督别人，自身首先要过硬。该旅
制订措施，对风气监督员的业务能力和
执纪能力展开常态化考评。1月中旬的
一次考核中，在监督警通连通信专业考
核时，一名风气监督员因对某型装备不
熟悉被取消监督资格。据悉，下一步该
旅还将制订训风监督人员淘汰机制，定
期组织总结会分享经验、查找不足，持
续纠治部队不实训风。

海军陆战队某旅坚持以严实训风推进新年度训练

“铁面监督员”执纪演训场

1月下旬，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军旅书法家赴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等单位，开展作品捐赠和文化服务活动，激励官兵练兵备战。 孙德浩摄

纠治“四风”新表现从文风会风切入

1月下旬，第 74集团军某旅传来一
则让官兵心热劲足的暖消息：春节临
近，该旅想方设法腾出 36套单干楼，自
购 7套集装箱房，作为士官家属临时来
队住房。

这一好消息的背后，是该旅党委机
关深入开展“帮战友”活动，把暖心事做
到实处。
“今年春节再也不用为临时来队住

房发愁了。”刚刚和家属拎包入住集装

箱房的该旅合成三营上士周晓峰兴奋
地说，去年单位改革调整，每个连队仅
能分到一套临时来队住房，供临时来队
家属居住。别人前脚一走，就有人等着
后脚入住，即便这样，也难以满足官兵
需求。

周晓峰坦言,他所在的营已婚士官
有 30多人，自己也刚刚结婚，之前虽有
让家属来队的想法，但考虑到营里临
时来队住房困难，便不好意思向领导

汇报。
周晓峰所盼，同样是旅党委所急。

为了解决今年春节期间士官家属临时
来队住房问题，该旅鼓励机关单身干部
住入集体宿舍，腾出 36套单干楼供基
层临时来队家属使用。他们还专门购置
了 7套集装箱房，用来解决外围营区士
官家属临时来队住房难题，确保基层每
个连队都有两套以上住房。

暖心的举措一个接一个。为了让

临时来队家属能够在部队过一个“舒
心年”，该旅党委提前组织力量整修士
官家属临时来队住房，并全部配齐崭
新的液化气灶、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
确保临时来队家属能够拎包入住。考
虑营区远离车站，他们还调配车辆为
临时来队家属接站；开设采购绿色通
道，来队家属只需提前一天到采购站
订购，次日清晨便能购回新鲜平价的
瓜果蔬菜。

随着春节的临近，该旅临时来队家
属开始陆续入住“新房”。良好的住宿条
件，让临时来队的家属们倍感温暖。刚
刚办理好住房申请的该旅坦克五连四
级军士长屈炳华感动地说：“感谢旅党
委和战友们帮助我们解决困难，这个春
节，我们有了团圆房。”

务实举措温暖兵心。连日来，该旅
官兵心无旁骛投入练兵备战当中，训练
场上处处呈现火热练兵场景。

第74集团军某旅拿出务实举措解决士官家属临时来队住房难题——

春节将至，来队家属住进团圆房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李 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