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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新闻观察哨

微议录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精神

聚焦新体制编制下的营级党委④

夏末时节，昆仑山腹地某野外训
练场，第 83 集团军某旅合成一营与合
成二营之间一场自由对抗演练悄然
打响。

演练开始，二营六连连长高中伟在
对部署地域地形进行仔细勘察后，组织
官兵构筑简易工事，并对装备进行精心
伪装。很快，六连便“消失”在莽莽大山
中。

一天傍晚，正当六连官兵准备吃晚
饭时，“敌炮火”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
下突然而至，官兵们还没来得及做出任
何反应便被导调组裁定出局。

连队隐蔽伪装、警戒防护均做得
很好，与上级、友邻之间的通信也都
是 通 过 密 语 传 输 ， 怎 么 突 然 就 被
“敌”发现了呢？复盘时，一营参谋
夏维道出个中原委：“正是你们从附
近村庄小卖铺大量地订购食品，暴露
了你们的位置。”

原来，在疏散地域隐蔽后，六连干部
发现，部分执行任务官兵经常错过饭
点。出于关爱，连队便悄悄从附近村庄
小卖铺订购泡面、饼干和火腿肠等食品，
作为这部分官兵的干粮。

一天，一营侦察分队战士邱纪宇路过
镇上一个批发市场时，不经意间听到一户

商家说道：“这几天也不知道怎么了，镇北
边那个村子对泡面、饼干和火腿肠的需求
量特别大……”

这背后肯定有玄机！随后，警觉的
邱纪宇来到商家口中的村庄，对周边展
开仔细侦察。果不其然，在村子旁边一

个山坳里发现了六连官兵踪迹。
邱纪宇立即将六连隐蔽点位坐标和

兵力部署情况用北斗手持机向上级进行
了汇报。接到情报后，一营指挥部立即
对这几个隐蔽点进行了“炮火”覆盖。为
此，便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

“爱”出来的失败
■曹志国 朱炜昊 殷 杰

8 月下旬，桂中腹地，夜黑如
墨，第75集团军某旅炮兵营阵地上一
片静谧。“全营射击，××目标，表
尺××，方向××……放！”瞬间，
战炮轰鸣，一枚枚炮弹直扑目标。
“我们又打了一个满堂彩！”走

下观察所，营长张国强快人快语：
“此次实弹射击全程由营党委自己
组 织 ， 虽 然 没 有 了 以 前 的 ‘ 亮
点’，但我们收获了实实在在的战
斗力增长。”

张国强口中的“亮点”指的
是相关课题成果。他解释道，以
往每年协同训练展开前机关会给
各 营 安 排 1 至 2 个 训 练 课 题 ， 要
求各营在机关指导下开展研究攻
关，并在实弹射击时进行成果检
验。

张国强毫不避讳地说，为了配合
机关开展课题攻关，营队不少训练内
容并没有完全按照大纲要求来组织，
最后的实弹射击看似“成果”满满、
“亮点”多多，但实际却是“虚花不
少”。
“过去训练好不好不打紧，上有

旅团顶，下有连队扛。”张国强告
诉记者，以前为了出名挂号搞“亮
点”，营党委常常围着机关“跑龙
套”，甚至挖空心思搞“破坏性创
新”。如今，新体制编制下，营级
党委从“幕后”走向“前台”，成
为抓训组训的“主心骨”和责任主
体。军事训练实行“双向责任追究
制”，训练中哪个环节出问题，板
子都会打在自己身上。

“这招那招，扎扎实实按纲施
训就是真招、实招。”第一次党委
议训会上，该营党委一班人思想
高 度 一 致 ： 不 搞 花 架 子 和 “ 亮
点”工程，严格按照新大纲要求
抓落实。

翻看党委议训会记录，记者发现
该营党委委员分工明确、各把一方，
各连训练情况一目了然，短板弱项被
一一重点标注，补训措施紧随其后，
训练负责人、督导安排、考核计划全
都列出明细。

从党委议训到党委成员带头
任教，从训练计划制订到训练组
织实施，该营党委结合本单位实
际“量体裁衣”，按纲施训。日
学、周考、月评成为常态，实战
化训练课目内容被细化到每个专

业岗位、精确到每个基础动作、
严抠到每个技术操作，精准训练
落实到末端、细化到战位、区分
到个人。

不摆庆功宴，归营查不足。面
对实弹射击取得的优异成绩，返
营后该营党委第一时间摆问题、
查原因、找对策。针对训练摩托
小时分配不科学、某条件下火炮
火控系统故障高、通信指挥不顺
畅等问题，营党委决定由营党委
委员、副营长牵头组织训练骨干
进行研究攻关。
“此次实弹射击无‘亮点’。”营

党委书记王贵说，如果非要说“亮
点”，那就是营党委老老实实按纲施
训，一步一动打牢基础，真正肩负起
抓训组训的主体责任。

此次实弹射击无“亮点”
——来自第75集团军某旅的新闻调查

■黄远利 本报记者 陈典宏

本报讯 黄海峰、方佳报道：8月下
旬，从东南沿海转战千里来到中原腹地参
加演训的第73集团军某旅，利用休息日组
织30余名训练标兵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展
现地教学，接受革命传统的熏陶和洗礼。

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开展以来，该
旅扛红旗、争第一氛围浓厚，但部分训
练标兵重训练比武轻思想教育，对我党
我军革命传统知之不深。了解到延安
就在演训地域附近，旅党委决定组织训

练标兵赴现地强化官兵传承红色基因。
教学活动中，官兵们先后参观了杨家

岭、王家坪、枣园等革命旧址。在一件件
珍贵的历史文物前，官兵们仔细聆听解
说、不时驻足观看。在不久前集团军组织
的军事训练“赛尖子”比武中，夺得卫生救
护专业第一名的该旅卫生连下士蓝基俊，
曾一度认为上教育课没意思，还不如到训
练场挥洒汗水来得实在。参观结束后，他
激动地说：“追寻先辈足迹，让我认识到战

士不仅要练强本领，更要铸牢军魂。”
在返程的列车上，参观人员还围绕

“传承延安精神，争做强军标兵”这一主
题，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组织生活。四级
军士长谷向东感慨地说：“回去后，我要
给身边战友讲好
‘延安故事’，并身
体力行，带动其他
战友在练兵备战中
当先锋、打头阵。”

第73集团军某旅着力强化官兵传承红色基因

训练标兵赴延安接受革命精神洗礼

本报讯 刘乃赫、孙德生报道：
初秋时节，空军航空兵某旅官兵与地
方代表齐聚一堂，共学空军历史、共
祭革命先驱、共办纪念晚会、共育时
代传人。旅领导介绍，这是该旅赓续

红色血脉，打造
胜战劲旅的具体
举措之一。

去 年 ， 这 个
单 位 调 整 改 革

后，部分官兵思维仍停留在过去，认
为本单位装备相对老旧，真打起仗也
轮不上自己的“二线心态”不同程度
存在。

对此，该旅从思想源头入手，树
牢官兵“当兵打仗”思想。结合驻地
是老航校主校址实际，与驻地高校结
成传承老航校精神共建单位，定期邀
请老航校先辈及其后代为官兵讲述感
人历史故事，让官兵在潜移默化中赓

续红色血脉。
在深扎思想根子的同时，该旅着力

提升官兵打赢本领，先后选送 10余名
参谋人员赴院校培训，加钢淬火；组织
恶劣天候下空战对抗、野外生存等高难
课目训练，在极限条件下锤炼官兵“虎
气胆气”。

今年以来，该旅飞行员全部完成多
种课目实弹训练，成功查证多起不明空
情，整体作战能力明显提升。

空军航空兵某旅多措并举消除官兵“二线心态”

飞行员全部完成多课目实弹训练

8 月底，女友来连队看我，可我却
有点小“失落”。她到连队的第一件事，
不是问候我而是跑到宿舍看望连队的
小兄弟们。你说，我这个连长尴尬不尴
尬？不过话说回来，要不是连队兄弟们
大力支持，说不定到现在我还是“光棍”
一枚。

这几年，从基层到机关再到连队
任主官，习文练武我是样样在行，奖章
证书也拿了一大摞。可我相亲不下十
几回，愣是没得到一位姑娘芳心。人
家不是说我不幽默，就是觉得两地分
居陪伴时间少。

眼瞅着成了大龄青年，父母明里
不说，暗里着急。前些日子家里来电
话，说介绍了一名学校老师，让我休假
回去相亲。我琢磨着新大纲施训刚起
步，指导员休假不在位，这个时候休假
不合适，就一连给家里打了好几通电

话，解释又解释。
一天晚饭后，教导员突然把我叫

到营部，开口便问：“家里让你回去相
亲，你咋迟迟不交休假报告？”原来，连
队文书小马听到我隔三差五躲屋里给
家里解释，实在不忍心，就把情况偷偷
反映到了营部。
“连队工作你不必担心，我已向团

领导汇报，机关将专门安排一名参谋代
理连长工作，你赶紧回家相亲去吧！”既
然领导批准了，我也就不再推脱，很快
便把休假报告递了上去。

临行前，下士刘长鑫抱着一个大
纸盒交给我，说是“爱心寄语”，还特意
嘱咐由我的相亲对象亲启！后来我才
知道，那是连队 64名战士为我写的相
亲“介绍信”：“连长为人谦逊，待我们
如亲兄弟，嫂子你不嫁可损失大了”
“超哥洗衣做饭样样拿手，‘超级暖男’

为你而来”……
相亲那天，我特地穿上军装、戴上

奖章。当她看到爱心纸盒时，我留意
到她眼里闪过一丝感动。后来，我们
俩保持密切联系，她给我讲学校的趣
闻，我给她说部队的感动……一天晚
上，我终于鼓起勇气向她表白，她很爽
快地答应了，我这心里别提多美了！
“哟，嫂子来啦。连长啥时候请我

们吃喜糖？”嘿！这群臭小子……还真
是会说话！我扭头一瞅，女友红着脸
埋着头开心地笑了……

（王妍洁、郑 义整理）

64名战士为我相亲助力
■火箭军某团六连连长 吕 超

所谓的“亮点”没了，既是训风正

了，更是责任实了。新体制编制下，党组

织的体系结构、类型设置、职能配置等均

发生很大变化，但不管怎么变，备战打仗

始终是主责主业。作为单位建设的“主

心骨”，营级党委要坚持谋划和指导工作

用战斗力标准论长短，衡量和评判工作

用战斗力标准定高下，从改革重塑之初

就把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立

起来落下去，履行好练兵备战的主体责

任。这样一来，部队实战化训练才有真

看头，强军兴军才有大奔头。

无亮点，有看头
■第75集团军某旅旅长 杨 勇

说实话，二营六连这样的“新闻”已

经不新了。但今天这个部队因为一盒泡

面吃了败仗，明天那个部队因为一份外

卖暴露了位置，如此“旧闻”层出不穷，就

成为新闻了。

对于在演训场不能随意购买地方

生活用品这条战场纪律，我想六连干部

肯定是清楚的，相信在部队开拔前，官

兵也接受过相关教育，可为何总重蹈覆

辙呢？根子还在于思想深处的和平积

弊作祟。

一位军事理论家曾说：“军队平时

环境离战场越近，越能打仗。”沉溺“生

活味”的军人，就不可能习惯“硝烟

味”。如果只想着过得舒服、过得轻

松，在练兵备战时“忙里偷闲”寻求舒

适安逸，就会弱化军人血性，消磨战斗

意志和战斗作风，上了战场必定要吃

败仗。

军人一日，都应是为了打仗而过的

“艰难一日”。多在实战氛围中锤炼，多在

艰苦环境里磨砺，多在复杂条件中锻造，

把打仗的本领练强，方能在未来战场上赢

得胜利。

让“硝烟味”成为“军人味”
■第83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王道峰

8月下旬，西部战区陆军某旅装步一连在演训一线举行简朴热烈的授奖

仪式，表彰在训练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在全连官兵的见证下，排长王彤为列

兵赵子疆佩戴大红花，称赞他初入军营就出手不凡，是个能打仗的兵。

黄腾飞摄
战地授奖

短评

今天下午上党课时，我发现党员佩戴
的党员徽章有圆形的、红旗形的，甚至还有
个人私自改装的，样式五花八门。课后，我
了解到，因每名党员只发过一枚党员徽章，
遗失后大都通过网络自购，很不严肃、正规。

2017年 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
下发的关于规范党员佩戴党员徽章有关

事宜的通知明确，党员徽章正面上方为
中国共产党党旗图案，下方为圆形图案，
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党员徽章应佩
戴在左胸中间位置，不得使用破损、污
损、褪色或不符合制作规定的党员徽章。

各连党支部书记回去后抓紧时间统
计所需党员徽章数量，由营里统一到机
关请领，同时监督好各位党员按规定佩
戴党员徽章，自觉维护党员形象。

（周 浩整理）

请规范佩戴党员徽章

立起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清除和平积弊

潜望镜

值班员：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四营

教导员 罗 玄

讲评时间：9月5日

值班员讲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