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8基层传真２０１８年９月４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杜康

“没想到，自己购买飞机票的做法
非但没有受到批评，报销过程也是‘一
路绿灯’。”8月中旬，得知自己的差旅
票据审核通过后，火箭军某旅发射二营
二级军士长王光庭长舒一口气，心中的
担忧也随之烟消云散。

担忧从何而来？事情还得从上个月
说起。一天，王光庭接到通知，到东北
某地执行任务。2000 多公里的路途，
王光庭选择了高铁出行，早上出发晚上
到达。

出发当日，王光庭却遇到了麻烦。
高铁站自助取票机显示：受台风影响，
从徐州出发的高铁已经停运。这意味着
王光庭需要选择其他方式出行，否则将
无法按时到达目的地。

王光庭急忙上网寻找其他出行方
式，他发现只有一趟下午的飞机能当
日到达，而且价格比原计划的高铁票
还便宜。这时王光庭心里却犯起嘀
咕：按照财务相关规定，因公出差乘
坐飞机应从严控制，确需乘坐的须经
旅领导事先审批。

一边是“高铁临时停运”的遭
遇，一边是“事先没有报领导审批，
购买机票是否违规”的担忧，王光庭
连忙拨通了财务科助理员艾发智的电
话，询问相关情况。艾助理的回复打
消了他的顾虑——倘若飞机票比高铁
票价格低，无须事先报旅领导审批，
可放心购买。

缘何艾助理给出的回复与王光庭
印象中的规定不一样呢？原来，在该
旅一次机关基层双向恳谈会上，有官
兵就“出差交通费报销”算了一笔
账：如果出差路途较远，乘坐高铁往
往需要换乘，有时还需在中转城市居
住一晚，费钱又费时；而提前购买机
票，可能票价更低，且当日即可到

达，省时也省钱。既然如此，为何不
能乘坐飞机？
“官兵说得合情合理，管理也不

能死板教条。”旅党委认真研究 《军
队差旅费管理规定》后作出决定：因
公出行，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时，可

乘坐飞机，且不必提前报旅领导审
批。

很快，王光庭从财务领到了报销
款，他感慨道：“既节省了单位的开
支，又避免了人在囧途的尴尬，为旅党
委的决定点赞。”

比高铁票便宜的机票，能买吗？
■邓东睿

编完此稿，不禁为王光庭所在单位

不拘泥教条、实事求是、敢于创新的做法

叫好。改革强军是一项开拓性很强的事

业，大到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小到基层

营连的按纲抓建，都需要实事求是、与时

俱进。只有敢于创新、勇于突破，永不僵

化、永不停滞，才能在强军事业中闯出新

天地、干出新业绩。

三言两语

本报讯 李杰、黄文强报道：“要
不是沈书记及时帮我解决思想‘疙
瘩’，这次阶段考核八成要‘亮红
灯’。”8 月中旬，武警云南总队某训
练基地新训干部骨干集训队临时党支
部组织党员汇报思想，预备党员、下
士王帮行如是说。

一天晚上，集训队临时党支部书记
沈强到集训一中队检查，忽然听到花坛
边传来一阵哭诉：“指导员，这次摸底
考核我排名垫底，没脸回来了……”觅
声寻去，原来是一名参训学员正在给原
单位指导员打电话汇报思想。
“参训学员思想有‘疙瘩’，为什

么不给他这个临时党支部书记直接汇
报 ， 而 要 舍 近 求 远 找 原 单 位 领 导
呢？”沈强了解到，类似情况并非个
例，参训学员普遍认为临时党支部只

是个临时机构，有困难还得找“娘
家”。
“临时党支部不能有‘临时’思

想。”支部一班人一致认为，临时党
支部要强化组织功能，主动靠前作
为。为此，他们分组找学员座谈，了
解掌握现实思想和实际困难，并拉单
列表逐个解决问题；按规定落实“三

会一课”制度，严格组织生活；开展
“龙虎榜”“夺红旗”比武竞赛活动，
做到“支部建在训练场，党员攻坚在
一线”。

据悉，在集训队临时党支部的帮助
下，摸底考核中排名靠后的 10名参训
学员重整旗鼓，在首次阶段考核中，总
评成绩均提高了一个档次。

武警云南总队某训练基地狠抓临时党组织建设

临时党支部作用不“临时”

本报讯 李想、胡贺报道：“机
长，你在编组飞行过程中大角度转弯的
动作过猛……”8月中旬，第 72集团军
某陆航旅飞行训练刚结束，副驾驶李渠
当面指出机长郭玉峰飞行操作中存在的
问题。

以往由于机长的技术级别更高，
又是副驾驶的飞行训练教员，导致在
飞行训练讲评中，机长讲评副驾驶较
多，而副驾驶碍于面子，当面指出机
长问题较少。
“平时怕丢面子，战时就会失‘里

子’。如果副驾驶发现问题不敢说，机
长的能力缺陷、素质短板就得不到解
决，必将影响飞行安全和训练质效。”
为此，该旅推开机长副驾驶双向讲评
机制——每次飞行训练结束后，双方

相互讲评，并建立完善飞行讲评登记
点评制度，进一步激励先进、鞭策后
进。此外，他们还将副驾驶讲评质量
纳入量化评比，与评功评奖、晋职晋
衔、飞行等级评定等挂钩，营造浓厚
的“比、学、赶、帮、超”训练氛围。

副驾驶讲评机长直言不讳，牵引飞
行训练质效水涨船高。前不久，该旅千

里机动至大漠戈壁参加火力打击专项任
务。在与某防空旅互为条件的激烈对抗
中，副驾驶钱寅发现飞行高度已在
“敌”雷达搜索范围之内，及时提醒机
长降低飞行高度，利用地形地物快速并
入编队实施超低空掠地飞行。在两人的
协同配合下，直升机成功突破“敌”防
空火力圈。

第72集团军某旅推开飞行训练双向讲评机制

副驾驶讲评机长直言不讳

潜望镜

值班员：第 74集团军某旅运输连

指导员 刘 景

讲评时间：8月27日

今天接到通知，即将展开退役人员
军装上交工作。根据往年情况，在这里
给大家提个醒。

一是旧军装不能一扔了之。我们
穿过的军装上面都填写了自己的姓
名、单位、血型、编号等特殊信息，
直接扔掉容易引发失泄密。

二是不能把不用上交的军装当作
礼物赠送给亲朋好友。同志们，军装
是有别于其他职业服装的特殊制服，
对我们来说不仅是军人身份的象征，

还代表着荣誉和责任。《中国人民解
放军纪律条令》 和 《军服管理条例》
明确禁止出租或擅自出借、赠送军装
的行为。由此可见，私自处理和赠送
军装都是不可取的。

随着“军人可以着军装外出”规定
出台，我们更应该严格遵守军装的使
用、管理和回收规定，树立起军人良好
形象。

（钟志光整理）

旧军装切勿随意处置

值班员讲评

新间观察哨

初秋的南海某海域，微风徐徐，浪
花滚滚。8月中旬，南油 955 船航海长
辛玉栋吃完早餐，像往常一样来到驾驶
室观察海况。

8时许，文书郑泽勇悄悄给辛玉栋
送来一个信封和一个礼品盒。“快打开
看看吧！”看着一头雾水的辛玉栋，郑泽
勇露出神秘的微笑。

拆开信封，女友陈晓柔清秀俊逸
的字迹展现在眼前：玉栋，这些话本想
今天亲口对你说，但你有任务在身，我
非常理解，所以就用这种特殊的方式
向你告白。愿余生，执子之手，与子偕

老……
“晓柔终于答应嫁给我了！”辛玉栋

紧紧握着信纸，难掩内心的激动。原
来，今天是两人确定恋爱关系 3周年纪
念日。出海前，陈晓柔瞒着辛玉栋，提
前将书信和礼物交给郑泽勇，希望在这
特殊的日子给他这份惊喜。凝聚着 3
年来点滴幸福的精美相册、满满一罐精
心制作的千纸鹤……这份远隔重洋的
“快递”，让辛玉栋怦然心动。

将书信仔细叠好放回信封，辛玉栋
望着海面有点出神。“想嫂子了吧？”郑
泽勇笑着问道。辛玉栋没有接话，仍旧

痴痴地望着大海。
“你看这是谁？”辛玉栋回过头，接

过郑泽勇的手机，一个熟悉的面庞出现
在眼前。“晓柔！”看到女友的那一刻，辛
玉栋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泪水。原来，
官兵们得知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悄悄
用卫星电话为航海长架起了“鹊桥”。
“玉栋，好好执行任务，我在军港

等你平安回家！”心上人一句暖心的
话，让辛玉栋多日来海上训练的疲惫
一扫而光。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个朝
思暮想的人，辛玉栋温柔地说：“嗯，
等我回来！”

爱的告白，跨越那片海
■万永康 徐海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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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宇明绘

8月中旬，西藏军区某旅一营党委
书记张军又一次对照案头的《旅党委
机关和营党委权力清单》，酝酿营里的
干部调整方案。尝过一次“甜头”的
张军，这次“用权”更慎重也更自信。

去年 7月，该旅组织改革后首次
干部调整。一营一连连长岗位空缺，
不少机关科室和友邻单位领导找到张
军“引荐良驹”。“这参谋、那助理，
都被我一一回绝了。”张军告诉记
者，旅党委下发的“权力清单”上白
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连排干部任
用原则上营里“说了算”。经过营党
委充分考察酝酿，最终一营一连副连
长吴春杉接任该连连长的方案在营党
委会上全票通过。

紧接着到来的大项任务中，精通
专业、熟悉情况的吴春杉很快进入角
色，带领全连持续奋战 3个多月，攻
克 2项训练难题。当年年终总结，经
过层层筛选，该连荣立集体一等功。
这次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岗位上，让
一营党委一班人看到了依靠“权力清
单”抓建基层的倍增效益。
“以前可是谈‘权’色变，营党委

说起来是一级党组织，但很多权力被
上级收得紧、被下级逼得慌。”张军给
记者讲述了这么一件事——几年前，
某连行将退伍的中士小李，离队前一
周不假外出喝酒。营党委会上，党委
书记刚说出“必须上报团里给予严肃
处理”，小李所在连主官就站起来说，
“小李是连队的老同志，没有功劳有苦
劳，这样处理会影响连队士气，影响

营连形象。”走出会议室，营长又接到
机关为小李说情的电话。时任营副教
导员的张军看得出两位营主官的“尴
尬”，也读懂了营党委的无奈。
“现在不可能再出现类似情况

了。”张军拿着手中的“权力清单”
介绍说，这是根据新修订的共同条令
完善过的。记者翻阅清单看到，在
“审批实施行政处分”和“审批实施
党纪处分”两栏，营级党委的权限有
了明确界定，类似小李一样的问题在
营党委会上就能拿到“终审”。“有它
作保证，我们不再畏首畏尾，营党委
的组织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张军
说，班子成员都把这份明晰营党委权
力的清单比作“改革释放的红利”。
“权和责总是相辅相成的。”说起

“权力清单”，勤务保障营党委书记杰布

次仁的深切体会是权力大了的同时责
任更重了。他告诉记者，行使“财权”一
年来，营党委一班人颇感心累——怎样
把每个铜板用在战斗力建设的刀刃
上，考验的不仅是营党委的“理财”
能力，更是全面抓建智慧。

杰布次仁向记者翻起了营里的“账
本”：原来由旅党委统管统分的物资采
购，现在由营里自筹自购；之前只需要
联系相关科室上报请领的物资，现在一
定数额以下由营连自我补给。“物资采
购本身就敏感，买多少、怎么买，这些都
是操心的事。”杰布次仁说道。
“权责之变”搅动一池春水。“和

旅党委签下‘领权承诺书’的同时，
也向基层官兵立下‘用权责任状’，权
与责的这根线，正在串起基层建设发
展的万根针。”旅政委梁真海如是说。

解读一张“权力清单”
——来自西藏军区某旅的新闻调查

■张文恒 本报记者 郭丰宽

分析以往营级党委在抓建部队时

的尴尬，问题的症结往往出在营党委“有

权”无实、用权无力上。这张“权力清

单”，赋予营党委更多更大的权力，使之

可以放手作为、大胆创新，自主抓建、干

事创业，但同时也要懂得有多大的权力

就有多大的责任。法无授权不可为，但

法定职权必须为。别忘了“权力清单”背

后，还有“责任清单”。为了强军事业，请

用好手中权力，扛起应有的职责。

用好手中权

■西藏军区某旅政委 梁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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