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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关注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
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
通知》，明确提出将 2019 年作为“基层
减负年”，在代表委员中引起强烈反
响。就如何重拳出击力戒形式主义，切
实归正工作重心，让基层减轻负担、轻
装前行，修长智、高道权、宋善玉三位代
表，谈了各自的认识和感受。

力戒形式主义，关键

是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记者：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

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

缺失。三位代表认为应该如何做好政

绩观培塑工作？

修长智：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不
仅捆绑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而
且助长功利主义思想，其危害性不容
忽视。过去有“老五多”，现在有“新五
多”，在现实工作中，都给基层工作增
添了负担。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就是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一方
面要引导各级机关坚持走群众路线，
多去现场看、多见具体事、多听官兵
讲，注重工作实绩，不能简单以“痕迹”
多少来评判工作的好坏。另一方面要
杜绝热衷树“形象工程”、建“样板间”
的现象，引导大家把精力用在解决实
际问题上，不断提升能打仗、打胜仗的
综合素质。

高道权：党的十八大以来，作风建

设不断取得新成果。然而值得注意的
是，在有的单位，“文山会海”的问题又
有所反弹。对此，各级党委要树立正
确的政绩观，首先是要防止空对空谈
方案，虚对虚谈成绩。同时，要深入基
层一线调研，把官兵拥不拥护、赞不赞
成作为衡量工作的重要标准，把一门
心思干实事的干部用起来，牢固树立
正确的用人观。

宋善玉：对于形式主义，广大基层官
兵深恶痛绝。此次中央发出整治形式主
义“动员令”，具有极强的现实必要性与
针对性。对于基层官兵来说，要勇于对
形式主义说“不”，主动把与备战打仗无
关的事情从日常工作中剔除出去，让撸
起袖子加油干、扑下身子抓落实的官兵
成为“香饽饽”。

力戒形式主义，重点

要 坚 持 依 法 科 学 决 策

指导

记者：习主席强调，要充分认识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多样性和变异性，

既解决老问题，也察觉新问题。请代表

们结合实际谈谈认识和体会。

修长智：我们要时刻树牢依法抓
建意识，坚决纠正“随意式指导”。今
年以来，我们以纠治工作落实上的形
式主义和“痕迹管理”、培养按纲抓建
明白人实干家为目标，专门组织集训，
组织两级机关干部和基层主官认真学

习《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军事训练与
考核大纲》《思想政治教育大纲》及相
关条令条例，熟知法规、吃透制度。各
级机关努力使科学抓建、依法抓建理
念深入人心，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
常态、一种规范。

高道权：形式主义的问题，需要依
法纠治，而且不能一边纠治老问题，一
边出现新问题。我们自去年以来，针对
“会开过了、通知发下去了、要求提过
了、检查组来过了，工作就算抓到位了”
的错误思想，不断进行纠偏归位。依据
《纲要》和上级指示精神，从源头控制会
议数量，防止文电干扰基层，科学减少
基层登记统计，合理精简检查评比，保
证基层官兵休息时间，逐项细化落实措
施，不断增强机关指导基层的科学性规
范性，有效减轻基层负担。

宋善玉：科学指导基层工作，就要
防止机关安排工作过满、节奏过快、要
求过急，不考虑基层实际承受能力。杜
绝形式大于内容的检查、汇报、会议，纠
正“电话记录本上的通知少了，手机微
信群里的工作安排多了”的问题。只有
力戒形式主义，才能彻底为基层减负，
让基层官兵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备
战打仗。

力戒形式主义，要害

是敢于担当狠抓落实

记者：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各

级领导要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

雁效应”。请三位代表就如何发挥“头

雁作用”谈谈认识。

修长智：各级领导要坚持求真务
实，不能动辄要求基层签订“责任
状”，把问责作为推卸责任的挡箭
牌。对各类评比表彰创建活动进行
集中清理，优化改进各种督查检查考
核和调研活动，防止干扰基层正常工
作。必须彻底治理重形式轻落实、以
形式代替落实等痼疾，倡导实干，重
视实效。从首长机关开始，少开会、
开短会、开管用的会。树立重实干的
考评导向，引导广大基层干部把精力
用在解决实际问题上。

高道权：力戒形式主义要抓住领
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领导干部
要带头转作风，既当指挥员，又当主
攻手，更好地带领基层官兵投身强军
实践。大力弘扬真抓实干作风，推进
工作要实打实、硬碰硬，解决问题要
雷厉风行、见底见效，面对难题要敢
抓敢管、敢于担责。同时，还要为基
层干部营造宽松的干事创业环境，将
严管与厚爱相结合，为担当者担当，
为负责者负责，让想干事、能干事的
人有地位有发展。

宋善玉：减轻基层负担，要少做重
复工作、不做表面文章。建议尽快建立
完善的数据库，同样的信息不再反复
要、次次要、年年要，切实提高相关工作
效率。

（本报北京3月14日电）

力戒形式主义，让基层轻装前行
■■本报记者 吴 敏

今年两会期间，提升联合作战指

挥能力成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委

员热议的话题。习主席强调，“军队能

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胜仗，指挥是一个

决定性因素”“一切以提高作战指挥能

力为根本目的，一切以能打仗、打胜仗

为根本标准，扭住制约联合作战指挥

的矛盾和问题寻求突破”。进入新时

代，要提升联合作战能力，必先构建联

合作战指挥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调整军委

总部体制、实行军委多部门制，组建陆

军领导机构、健全军兵种领导管理体

制，重新调整划设战区、组建战区联合

作战指挥机构，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

挥机构等重大举措，我军形成了“军委

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构

建了“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

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

理体系。自此，新时代的人民军队，如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军事训练是部队的经常性中心工

作，是提高联合作战能力的重要途径

和抓手。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

近年来全军上下坚持把实战化要求贯

穿于军事训练全过程各领域，不断端

正训练指导、不断优化训练格局、不断

创新训练方法，实战化训练效果和打

赢能力不断跃升。

军事创新同其他领域创新相比，

要求更高、难度也更大。当前，我军

军种与战区之间、地方与战区之间的

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理顺；不少联合作

战主战装备的技术性能还有待进一

步提升；军事训练中检验出的短板弱

项还有待进一步补强，一些训练方式

方法还有待进一步优化；联合作战理

论研究中，新作战域如何融入传统作

战域的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落

地。在未来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上述

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我们加快改革创

新的步伐。

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抢

占未来军事战略制高点，需要我们从现

在开始打响实战化训练改革创新的攻

坚战，树立创新驱动理念，在军队改革

的广阔天地中大胆实践，赢得主动；持

续强化军事需求牵引，加紧开发利用先

进军事技术手段，提高指挥手段的先进

性、有效性和自主可控性；坚持理论创

新聚焦备战、攻关革新对接战场，通过

加快军事智能化发展建设，以重点突破

带动整体跃升；持续完善相关法规政

策，提升训练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通过不断更新观念，着力改进不合时宜

的训练方式，转变陈旧僵化的训练模

式，破除狭隘局限的路径依赖；持续深

入研究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研究现代

作战指挥规律，构建具有我军特色、符

合现代战争规律的先进作战理论体

系。如此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方能打

赢军队改革这场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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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代表

武警重庆总队政委 修长

智代表
武警云南总队司令员 高

道权代表
陆军某旅政治工作部副主

任 宋善玉代表

她曾用左手敬礼，不但没受罚，还被表扬

了。闯丛林、喝鸡血，这位不走寻常路的“90

后”，靠着不服输的拼劲儿赢得外军尊重。今

天，中国军网两会创意访谈节目《一秒见代表》

邀请到了军队人大代表、特战女兵吴昌洁。一

起来听她聊一聊特战女兵的强军故事。

用左手敬礼的特战女兵吴昌洁“猛萌”上线
■中国军网记者 曲延涛 李 鹏 栾宝玲 鲜 昕 技术支持 戴 斌 刘 娜

本报记者吴敏（右一）采访军队人

大代表宋善玉、高道权、修长智（左一

至左三）。 本报记者 穆可双摄

“能不能利用多源的战场环境数据，
在实战化训练中建造一个贴近实战、近似
实景的战场地理环境，让每名战斗员提前
熟悉下一场战争的地理环境？”在小组讨
论时，来自陆军的王明孝代表的提议，引
起很多代表的关注。王明孝代表建议，加

强战场地理环境模拟技术理论的研究，进
一步加强AR、VR、三维地理信息系统技
术等战场地理环境模拟支撑技术的研究，
探索建设可视化、实景化的战场模拟训练
场所，为受训者营造一种逼真的战场感
觉，为“下一场战争”做好准备。

王明孝代表—

把“下一场战争”搬到官兵面前
■本报记者 钱晓虎 通讯员 黄罗生

近年来，全军上下练兵备战热潮涌
动，实兵拉动的规模不断加大、次数不断
增加，航空兵部队机动转场愈加频繁。
来自空军的李鸿代表提出建议：要着力
解决保障装备的通用化、标准化问题，合
理规划保障装备设备的型号谱系设计、
技术标准制订及使用维护规范等工作；

着眼未来作战及实战化训练需求，有序
推进航空兵部队综合保障能力建设；加
快构建便捷高效的航材供应保障机制，
探索建立军民融合、平战结合的航材供
应储备机制，借鉴电商模式，依托与空军
协作物流企业的快速输送通道，形成便
捷高效的航材需求响应保障机制。

李鸿代表—

加强航空兵部队综合保障能力建设
■张 灿 本报记者 李建文

来自军事科学院的刘石磊代表，
长期致力于毒物分析及化验装备研制
工作，是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鉴定
数据审核组专家。今年两会，她建议
尽快构建国家化学安全检测鉴定实验
室网络。刘石磊提出，借鉴国际禁止
化学武器组织实验室网络建构模式，
由相关国家部委或有影响力的学术组

织牵头，军民共同参与，以具备能力的
实验室为骨干，按照“属地管理、统一
联动、分级响应、标准运行”原则，在全
国范围内组建危险化学物质检测鉴定
实验室基础网络，为我国反恐检测、重
大活动化学安保、化学事故应急救援
与处置等，提供有力的化学检测鉴定
技术支撑。

刘石磊代表—

构建国家化学安全检测鉴定实验室网络
■本报记者 侯 磊

英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不屈的脊

梁。近年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英

烈或戏谑调侃，或丑化诋毁，严重侵犯

了英烈的人格权益。今年两会上，用法

律手段捍卫英烈尊严成为代表委员热

议的话题。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进一步

加强相关立法工作，采取有力举措维护

英烈保护法的严肃性、权威性，旗帜鲜

明保护英烈名誉荣誉，用司法手段捍卫

英烈荣光。

——西藏军区某旅政治工作部副

主任 李 飞

前些年，一些地方出现“当兵冷”

“征兵难”“安置难”等现象，原因是多方

面的，政策制度滞后和缺位是很重要的

一条。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防和军

队改革深入推进，尤其是一系列拥军优

属政策的出台，军人地位待遇得到提

高，尊崇军人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部

队对青年人的吸引力有所增强。今年

两会上，来自军地有关部门的代表委员

带来不少这方面的好消息。作为基层

“国动人”，我们对征集和为部队输送优

质兵员充满信心。

——常德市澧县人武部政委 熊汉澍

习主席在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军队建设

‘十四五’规划论证编制工作，要适应

国家发展战略、安全战略、军事战略要

求，统筹当前建设实际和长远发展需

要，做好需求论证、规划衔接、任务对

接，确保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接续

推进。”作为军校学员，我们十分关注

两会盛况，特别是有关部队未来发展

的内容。我们决心学好知识，练好本

领，毕业后全身心投入到军队“十四

五”建设的事业中。

——陆军工程大学17大队55队学

员 张 驰

（孟凡军、张 涛、尚星良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