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４日 星期三责任编辑/赛宗宝 许果果 E-mail:jfjbwzfz@126.com 文职方阵

阳春三月，伴着和煦的春风，湖北
省军区传来喜讯：截至 2月底，中央军
委国防动员部分配该省军区的现役干
部转改文职人员指标任务全部完成，
是今年全军第一批完成预定计划的省
军区。

从徘徊不前到回暖向好、从犹豫观
望到憧憬期待、从顾虑重重到踊跃转
改，是什么让他们坚定转改决心？记者
走进该省军区，透过一沓沓转改申请
书，探寻背后的故事。

从质疑到自愿，政策

透明带来的理性与信心

面对新生事物，人的第一反应往往
是回避躲闪。

恩施军分区动员处参谋尹京晶，是
该省军区最早提出转改申请的干部之
一。和大多数干部一样，她起初也有过
犹豫彷徨。尹京晶的爱人也是一名军
人，由于工作性质特殊，平时两人都难
以兼顾家庭。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员
政策出台后，对部队充满眷恋的尹京晶
内心既喜又忧：喜的是，转改后既可以
如愿在部队长期干下去，又可以省去双
军人家庭的诸多苦恼；忧的是，转改文
职人员是新生事物，投身到这一新的职
业和岗位，心里没底。

尹京晶的忧虑并非个例。去年底，
该省军区组织在全区干部中做了一次
思想摸底，结果令人大跌眼镜：全区有
明确转改文职人员意愿的仅占任务总
数的15%。

政策虽美好，但多数人持观望态
度：有的担心转改文职人员后身份有落
差，“换了臂章又脱军装”，今后面对老
同事，怕“矮人半截”；有的担心政策不
明朗，配套还有一个过程，将来如果被
辞退，恐怕还要二次自主就业，担心有
风险。

面对这些顾虑和质疑，省军区党委
态度明确：转改文职是夺取军队改革完
胜的一个硬任务，但自愿的原则绝对不
能突破。只有让广大干部通透政策，走
出思维误区，才能发自内心地真转真
改。

针对普遍存在的“忧身份有落差、
忧管理一刀切、忧晋升空间窄、忧保障
不托底、忧政策不延续”等现实问题，省
军区政委冯晓林带头上大课，不回避敏
感问题，不搞空洞说教，通过摆事实、列
数据、讲道理，积极回应大家关切，及时
澄清模糊认识，坚定改革信心。
“现役干部看病只能在军队体系医

院内免费就医，转改文职后这一权利不
但不变，还可以在地方医院享受减免优
惠。”谈及这一改革红利，鄂州市鄂城区
人武部干部钟诚充满期待。

大冶市人武部干部欧伟威说，转改
到省军区系统工作，业务熟、环境熟、同
事熟，基本是“转业不转身、转改不转
岗”，工作起来比较舒心，是件两全其美
的事。

翻开一沓沓申请书，记者感叹：当
代军人的职业发展规划，除了大局，还
多了一份理性和自信。

释放政策红利，让

首批“吃螃蟹”的人不吃亏

湖北省军区保障局副营职助理员
余蕊君，是该省军区第一个提出转改申
请的干部。今年任副营职 4年半的她，
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经与家人一番
商量后，向组织递交了转改申请。

1月 30日，该省军区现役干部转改
文职人员动员部署会上，她收获意外之
喜：省军区领导在大会上当场宣布，带
头申请转改文职人员的干部转改文职
人员后，组织将优先考虑其晋升。
“正向激励”，这是给予首批转改

人员的特殊举措。该省军区政治工作
局主任黄明村说，为激发广大干部的
转改热情，他们在符合政策规定的前
提下，提出首批转改人员优先晋升岗
位等级、优先协调异地转改和落户等
激励措施。

记者了解到，该省军区机关拿出不
少于三分之一的处级岗位、五分之一的
科级岗位，军分区（警备区）拿出不少于
三分之一的机关和城区人武部岗位，优
先选拔符合安置条件的首批转改干
部。在文职人员岗位编制空缺情况下，
择优从符合晋升岗位等级基本条件的
首批转改对象中选拔；对符合异地安置
条件、申请异地转改的，积极协调接收
单位提供合适岗位。

“转改政策是改革期间的一项特殊
政策，是针对转改人员量身定做的一项
优惠政策。”该省军区司令员马涛介绍
说，正向激励就是对这些“吃螃蟹”的探
路者的一种肯定和褒奖。

荆门军分区政治工作处正营职干
事杨杰，家在湖北武汉，多年来一直过
着两地分居的生活。这次转改中，得知
可以异地转改的政策后，在转改申请中
提出回武汉转改的意愿。原以为进省
会城市的难度太大，没想到第二天就得
到组织上的批复。更令杨杰没想到的
是，为使其尽快适应新的工作环境，组
织上特意安排他到省军区政治工作局
帮助工作，熟悉情况。
“改革不该只有阵痛，也可以有蜜

糖。”这是该省军区党委在转改实践中
形成的思想共识。

吸引力不只是政策

红利，还有献身国防的诗

和远方

政策红利固然诱人，但这显然不是
现役干部作出转改抉择的全部。

湖北省宜都市人武部副营职干部
胡林，年龄偏大，原本打算选择转业。
但人武部的现状让他改变了主意：受省
军区系统改革影响，宜都市人武部现有
几名干部，部长和政委都是刚从外单位
交流过来的，对人民武装工作不熟悉，
另外两名科长也即将离开人武部。

如果这个时候选择离开，对“求贤
若渴”的人武部而言，无疑是雪上加
霜。考虑再三，胡林作出决定：转改文
职人员，继续为国防事业作贡献。“当
初选择军营，就是奔着国防事业来的，

如果不是部队培养，我现在就没有干
部身份，也没有转业安置的资格，更没
有转改文职人员的机会。选择留下
来，既是一种责任担当，也是一种感恩
和回报，更是为呵护那份珍贵的初
心。”胡林说。

记者了解到，今年转改中，像胡林
这样因为事业需要而留下来的还有很
多。省军区系统改革后，编制员额大
幅缩减。在湖北省军区，仅正营职干
部超编率高达 61.1%，由于岗位受限，
他们大多数将面临退役、转改,一旦大
面积流失，对整个国防动员工作将产
生不小的影响。

同样是转改，胡林源于初心，也有
人是因为难以割舍的爱。十堰军分区
正营职助理员索磊是后勤战线的老兵，
兵龄长达 24年，曾在艰苦偏远山区工作
6年，业务技能过硬，参加原广州军区后
勤专业比武荣获第一名，多次立功受
奖，早在 2014年就被列入副团职后备干
部，但由于改革期间干部冻结，终因超
龄未能提拔使用。

转改工作启动后，索磊主动向组织
递交申请书。有人不理解，还给他算了
一笔经济账：如果选择自主择业，按他
的从军经历和条件，不仅能够拿到 90%
以上的工资，还能凭借自己在营房领域
的过硬专业素质，在地方找一份收入可
观的工作，领双份工资。

这样的账，索磊当然会算，但他不
会只是这么算。索磊说，24年的从军生
涯，最难以割舍的是对部队的感情。如
果能够如愿长久在部队干下去，即便脱
了军装，也是一种幸福。

上图：现役转改文职人员熊成臣

（右三）展示转改申请书。 欧伟威摄

当个人愿景遇上强军美景
—湖北省军区扎实推进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员工作纪实

■李 军 本报特约记者 何武涛

锦州市太和区人武部政治

工作科科长林青旺——

实现美丽梦想的最佳途径

我小时候有两个梦想：一个是穿上
军装，一个是戴上博士帽。16 年前，
经过高考，我如愿考入解放军理工大
学，来到紫荆山下，枕着扬子江的涛声
幸福地实现了第一个梦想。

从那时起，我就在为第二个梦想努
力。可4年后，因指挥专业不允许直接考
研，让我暂时与第二个梦想失之交臂。毕
业后进入火热的军营摔打锻炼，紧张忙碌
的基层带兵生活没有让我放弃内心的梦
想，闲暇时间始终不忘学习，终于在毕业
6年后考入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再一次
回到六朝古都重拾学子梦。

两年半的军校生活转瞬即逝，当我
打算一鼓作气向第二个梦想靠拢时，又
因有报考博士需硕士研究生毕业工作满
2 年的规定，再次让我与梦想擦肩而
过。我心想：机会一定会有的。为了备
考，我购买了大批参考书，每天坚持苦
读。不料，两年后的今天，竟然又与转
改文职人员不期而遇。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犹豫徘徊。
有天下班回家，妻子看我茶饭不思，开
导我说：“选择有那么困难吗？你挣多
挣少，家里不差你那俩钱，你最大的梦
想就是戴博士帽，你看怎么选离实现梦
想距离近，就怎么选呗。”一语点破梦
中人：是啊，如果转业到地方，环境不
熟、工作不懂，一切从头开始，等到考
学时机成熟，不知要到猴年马月。再
者，随着年岁的增长，说不定就把自己
的青春活力和干劲熬没了。

就在这时，人武部政委王化坤帮我
算了一笔“家庭账”，更加坚定了我转
改的信心。文职人员仍是部队的一员，
子女入学、家属就业、医疗保障等继续
按规定享受同等优待政策，文职人员在
“家门口”工作，不用再尝两地分居之
苦，按时双休，生活相对稳定踏实。独
立营院的人武部，环境优美，离家又
近，家里有个大事小情也能照应得上，
还能免去不少上下班的奔波劳累，能节
约大量时间来学习备考，毕业后还可能
有更好的发展平台。

再说，文职人员是军队人员的重要
组成部分，有关政策对辞退、交流文职
人员有硬性规定，不是哪个人想交流谁
就交流谁、想辞退谁就辞退谁，只要有
本事好好干，就不用担心被“辞退”
“转岗”。转文职，不失为自己实现梦想
的最佳途径。

锦州市凌河区人武部军事

科副营职参谋温泉——

最大限度实现人生价值

当初听说要转改文职人员，已从军
17年的我曾一度吃不好、睡不香。脱下
这身心爱的军装，真有点依依不舍啊。

我喜欢军事工作，有人甚至说我是
个“兵痴”。就因为喜欢训练，我当士
兵 6年 9次打破旅军事训练纪录，有两
回因军事训练成绩突出，一年内分别荣
立二等功、三等功，成为原军区“优秀
班长标兵”“优秀士官标兵”；当连长则

成为“全能连长”，把一个普通连队带
成“军事训练标兵连”。

军改期间，我被交流到人武部当参
谋，为了发挥我的特长，组织上让我负
责战备、训练、民兵整组等工作，几乎
天天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我习惯
把作战部队的作风和标准带到民兵训练
中，所有训练课目都坚持带头示范，每
次紧急集合点验个人物品，我坚持连针
线包都不少；每次越野训练，我的水壶
总是满的，手榴弹、弹匣一个不少。在
我的带领下，全区民兵每次拉动都受到
军分区首长的好评。

军分区有个高炮连，由各人武部每
年轮流组训，因缺少精通高炮专业的教练
员，领导就让我组训。炮手都是没摸过火
炮的老百姓，一个周期训练也就是一个多
月，要把他们训练成炮手，直至组织实弹
射击，其难度可想而知。可经过我的不懈
努力，每年组训都有六七十人成为合格炮
手，有的甚至成了“神炮手”，4年下来
高炮连多次在省军区组织的高炮实弹射击
考核中夺得奖牌。虽说苦些累些，可因为
喜欢这项工作，总还觉得没干够。

前思后想，我的舞台我的事业就在
军营，是军营成就了我，所以我自愿选
择转改文职人员。虽说脱了军装，可人
还在军营里，还可以干自己喜欢的事
业，依然可以最大限度实现自己的人生
价值。

文职，文职，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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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春时节，皖北山花烂漫。解放军
第 105 医院一场卫勤保障演练在绿树
环绕的紫蓬山下打响：由 8名非现役文
职人员组成的医疗小分队穿硝烟、过火
障，迂回抵近“伤员”所在位置。心肺复
苏、止血、包扎、搬运等动作一气呵成，
一名名“伤员”被成功救下火线……

医院院长陈春林介绍说，年初医院党
委专门为在比武考核中取得优异成绩的
肿瘤四科非现役文职人员护士长伊金莲
请功，树起了练兵备战的鲜明导向，有效
激发了文职人员队伍练兵习武的活力。

伊金莲身材纤瘦，但眉宇间透着刚毅，
清秀中彰显干练。说起她练兵习武的劲
头，全院人员无不竖起大拇指，夸她肯钻能
拼，堪称“绽放在卫勤一线的铿锵玫瑰”。

从小就在军营附近长大的伊金莲，

幼年时便向往军营，喜爱绿军装。2007
年，本已在省城一所高校谋到护理教学
工作的她，毅然放弃不错的薪资待遇，
报名参加第 105医院护士招聘考试，并
以总分第一的成绩入选。同年 10 月，
她又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医院组织的非
现役文职人员招考。
“进了部队的门，就要当习武的

人！”成为非现役文职人员后，伊金莲主
动请缨加入医院野战医疗队。从队列
训练到 3000米跑，再到战救技能训练，
军人能做到的，她一项不落、项项求精。

三九天的皖北，滴水成冰，双手摸着
步枪透心凉。为提高枪支分解结合训练
成绩，她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练就是
大半天，手背在地上磨破了皮、手指被步
枪零件夹出了血，她贴着创可贴继续
练。刚刚止住了血，为增强双手灵活度，
她再揭开创可贴训练，常常是新伤连着
旧伤……回家后，父母看到她手上的伤
口，心疼地问：“你又不是军人，干嘛这么
拼命？”伊金莲说：“我是‘文职一兵’，穿
上迷彩服就要有军人的样子！”

初次参加长途拉练，山路崎岖，石子路
坎坷难行。才走了2公里，伊金莲的双脚
就磨出血泡，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随行
男队员主动提出为她背背囊、拎急救包，但
她婉言谢绝。她说，只有让脚上的血泡蜕
变成老茧，下次的拉练才能身轻如燕。

作为在高校担任过教学工作的护
士，伊金莲动手能力很强，对止血、包
扎、搬运和气管插管等战救技术掌握较

快，动作规范。但为了提升训练成绩，
缩小平时战救训练与战场的距离，她依
然精益求精，常常跪在示教室冰冷的地
板上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有一次，爱人
偶然碰到她膝盖上的皮肤，诧异地问：
“你这里的皮肤怎么这么粗糙？”伊金莲
这才注意到，原来因为经常跪在地上练
心肺复苏，双膝都磨出了茧子。

2016 年，伊金莲跟随野战医疗队
赴西安参加跨区基地化卫勤保障演
练。在长达 3个多月的时间里，医疗
队辗转多地，全天候开展训练演练。
作为母亲，孩子年龄小，她忍痛离
别，即使在孩子感冒发烧时也只能用
电话关心问候；作为女队员，医疗队
千里机动，从火车装卸载、物资搬
运，到长途拉练、后方医院开设、战
救技能考核，每一项都是对体力和极
限的考验。由于上大学时腰部受过
伤，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她坚持带着
护腰忍痛完成演训任务。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一次次的磨砺摔打，提升了伊金
莲的军事技术和战救技能。去年底，无
锡联勤保障中心组织“千里保障线，万
人大比武”活动，所属部队 20余家医
院近百名选手同台竞技、现场比拼，伊
金莲一路过关斩将，斩获两个单项第二
的好成绩。过硬的战救技能也让伊金莲
在当地驻军单位中小有名气，她先后被
多家部队聘为战救技能训练教练员。

左上图：杜晓倩摄

铿锵玫瑰绽放卫勤一线
—记解放军第105医院肿瘤四科护士长伊金莲

■郝东红

春节刚过，按照预约时间，笔者来
到武警四川省总队医院泌尿外科采访，
却没有见到主任郭建军。在泌尿外科手
术室门外一问方知，他正在为一名急诊
患者进行紧张的手术。
“手术刚完，让你们久等了，很抱

歉。”11时 40分，初见郭建军，给我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质彬彬，中等身
材，皮肤微黑，无框眼镜后是锐利有神
的双眼，方正的脸上流露着略带歉意的
微笑。
“一个对病人没有感情的医生，即

使医术再高明也不是一个好医生。”这
是郭建军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在工
作中，郭建军本着快速诊断、及时手术
的原则对待每个需要手术的患者，以减
轻病人的经济负担。曾有一位病人，因
担心手术得不到“照顾”，术前给他送
去 2000 元红包。为了不影响病人情
绪，他悄悄替患者如数代交了住院费，
病人一家闻后深受感动。

从医 20多年，郭建军说：“医生在
我心里仍旧是神圣的职业，只是现在变
得更加厚重，更加有使命感和责任感。”

88 岁高龄的赵婆婆，10 年前出现
双侧腰部疼痛症状，到当地医院诊断为
双肾多发结石伴肾积水。赵婆婆曾到多
家医院求治，都因年龄大、手术风险高
被拒诊，只能以药物治疗缓解疼痛，但
停药后又出现疼痛症状。

2017年 5月，赵婆婆双侧腰部疼痛
加剧，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总队医院就

诊。B超、CT检查结果显示，赵婆婆
双肾多发结石伴肾萎缩，左肾已重度积
水。“如果不清除结石，不仅疼痛难
忍，还会引起双肾功能进行性损坏、尿
路感染，严重时可能导致败血症、肾功
能衰竭。”郭建军介绍说，因患者年龄
大，全身重要器官功能减退，容易出现
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为此，医院组
织了泌尿外科、麻醉科等相关专家会
诊，决定为患者进行微创超声联合气压
弹道碎石清石术，并制订了周密手术方
案。考虑到赵婆婆手术耐受力较差，由
郭建军主刀的手术小组经两次手术，成
功将赵婆婆的双肾多发结石清除，解除
了患者的疼痛。
“父母都已年过七旬，这些年陪

伴他们的日子屈指可数。虽心里充满
愧疚，但作为一名军医，健康所系，
性命相托，听从指挥，随时当好官兵
和百姓健康的守护神义不容辞，病员
的康复是回报老人家的最好礼物。”
郭建军说。

有付出便会有回报，郭建军的工作
业绩得到上级的肯定、社会的认可。他
多次被总队评为医德医风标兵、优秀共
产党员、医院“十佳”医生，并荣立个
人三等功一次。

医者仁心播大爱
—武警四川省总队医院泌尿外科主任郭建军素描

■刘 杰 李华时

◇您保家卫国不言得失，我
保障健康竭尽全力。

◇军装穿在身上，燕尾顶在
头上，誓言记在心底，责任扛在肩

上，微笑挂在脸上。

◇以精湛技术为基础，以优
质服务为载体，全心全意为疗养

员服务。

◇医护人员“5S”服务理念：
微笑、用心、诚信、技巧、专业。

◇创新是根本，质量是生命，
务实是宗旨，满意是目标。

◇技术精湛，服务至上，全心
全意为疗养员打造温馨港湾。

◇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
质量，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模

式。

◇仪表美一点，微笑甜一点，
问候多一点，话语暖一点，亲情浓

一点，观察细一点，查房勤一点，

操作轻一点，技术精一点，标准高

一点。

◇爱心由我奉献，疗效请您
检验。

◇以奉献为快乐，以满意为
宗旨。

◇服务无止境，满意无穷期。
◇温馨服务送健康，姓军为

兵保打赢。

◇为特勤健康保持航向，向
打赢目标笃力前行。

◇立足本职作贡献，服务特
勤保打赢。

◇全心全意做好服务保障，
尽职尽责确保官兵健康。

——海军青岛第二疗养院

供稿

编者按 深化文职人员制度改革，建立统一的文职人员制度，是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着眼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湖北省军区紧紧扭住政策宣讲、教育引导和正向激励等
关键环节，帮助现役干部走出认识误区，最大限度释放改革政策红利，有序推进
转改工作落实落地。日前，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转发了他们的经验。

与改革同行

从业准则

创优龙虎榜

最美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