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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从这里

走来。”3月中旬，第

81集团军某旅组织

预任党支部正副书

记，来到革命圣地西

柏坡开展“追寻初心”

党日活动，学习革命

先辈敢于斗争、敢于

胜利的革命精神。图

为党员干部在中共七

届二中全会旧址前重

温入党誓词。

周鹏搏摄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
党的纲领……”3月初，空降兵某旅组
织“坚守初心使命，严守政治纪律”主
题党日活动，全体党员面对鲜红党
旗，重温入党誓词，感悟初心使命。

该旅一名党委常委介绍，“组织专题
党日活动，就是为了激励党员以更加
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更加艰苦的练
兵备战。”

连队的历史中蕴含着极大的精神

力量。该旅“巩固部队模范连”是战争
年代的大功连，党支部书记郑昱介绍，
他们充分利用连队历史开展党日活动，
引导党员在学连史、讲连史中感悟精神
力量、争当打赢尖兵。

从军 20 载，完成跳伞任务近 700
次，在训练中经历了挫折，更经受住
了生死考验……士官党员杨洁在党
日活动中讲述起自己的故事，让党员
骨干们进一步坚定在工作中当表率
的自觉性。

前不久，该旅组织首长机关带战备
营复训跳伞。主题党日活动中，党员骨
干人人递交跳伞申请书，带动官兵兴起
苦练跳伞技能的热潮。

空降兵某旅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面对面感悟励士气
■熊 浩 何三元

调查与思考

前不久，武警陕西总队组织的基层
组织帮建考核中，安康支队岚皋中队打
出翻身仗，一举甩掉连续 5年的后进帽
子。这是总队党委加强基层党支部书记
队伍建设，重视一线帮带的结果。

有的党支部书记没有支部委员任职
经历，甚至此前从未从事过党务工作。
去年下半年一次调研显示，宝鸡支队基
层党建工作面临着不少问题。总队党委
指导支队党委把加强党支部书记队伍建
设作为重要举措，开展“学习创新理
论、找准角色定位”主题实践活动，组
织基层党组织成员扎实学习党的创新理
论，对照“四个不纯”“七个弱化”反
思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的弱项短板，引

导大家在知责思为中找准角色定位，强
化责任担当。
“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召开后，

我们设置党的建设会议精神学习专题，
组织党支部书记开展问题式研讨交流，
激励大家在深学深悟中把握政治要求、
提纯党性觉悟。”总队党委常委王小平
介绍，他们自下而上广泛征求意见，研
究全面加强新时代总队党的建设的措
施，把培育基层“党建带头人”的工作
做细做实。

工作中，总队党委机关指导各支队
党委利用“指导员之家”，常态化组织
党支部书记围绕“中心工作组织领导”
“如何议训议勤”“如何培育党员战斗精

神”等课题展开研讨，针对性制定措
施，为党支部发挥功能提供有力抓手。

个别党支部备战打仗忧患意识不
强、研战议战氛围不浓、能打仗打胜仗
底气不足，总队紧盯问题，结合部队担
负执勤维稳、处突反恐、抢险救灾等任
务实践，设置“党支部如何执行上级决
议”“如何抓大事”等讨论话题，引导
基层党支部书记人人反思检视，切实树
牢备战打仗的主责意识。

去年 7 月，驻地发生严重自然灾
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
总队任务部队各临时党支部发挥强有力
的一线组织指挥作用，带领官兵连续奋
战6天 5夜，顺利扑灭了山火。

武警陕西总队强化基层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

一线示范 固强补弱
■张 歆 杜艮来 本报特约记者 贺军荣

武警云南总队执勤支队某训练基地组织

战术基础动作训练。为帮助战友消除畏惧心

理，熟练掌握动作要领，党员班长张子敬带头

示范通过“刀刺网”。

葛国通摄

3月初，第 73集团军某旅采用三级
党组织同台议训的方式，对各级党组织
指挥训练能力考评情况进行讲评，推进
年度备战打仗有序展开。如今，该旅探
索实行的“党委领战研战、营连博弈共
建”旅营连三级党组织联训议训做法，
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提升了党组织引领
部队备战打仗的质效。

党委领战

到一线议 往实里备

“情况预想中警卫力量考虑不充
分，指挥所地下化程度与实战差距较
大……”去年，旅党委利用参谋集训
契机，展开一次前方指挥所开设演练，
上级训练监察组现场督察。没想到自认
周全的一次演练，却被监察组挑出 10
余条问题，现场判定不合格。

结合议战议训复盘演练全程，旅党
委逐条分析问题，厘清一班人各自该负
的责任，逐人逐条拿出整改措施，会后
迅速制订出新的方案，请上级专家现场
指导推进，从指挥所开设的构想到中枢
指挥神经作用的发挥逐一展开推演，使
谋战备战水平得到提升。

指挥方舱内，指挥训练的旅党委副
书记詹志刚在战地议训会上说：备战打
仗是党委的中心工作，一班人必须坚持
树立现代战争理念和全局意识，涵养战
略眼光，与时俱进地破解备战打仗中出
现的问题。这样在议战议训中才能把握
全局不迷失，避免会上说得头头是道、
一上演兵场就吃败仗的结果。

旅党委瞄准首长机关“五个不会”
“两个能力不够”等问题，以新军事训
练大纲为依据，潜心钻研作战理论，围
绕战场信息化、气象学、军事地形学等
进行集中淬火；通过案例剖析，强化一
班人解决问题的迫切意识。

一名旅党委常委介绍，班子成员坚
持议战议训到一线、训练监察到一线、
问题整改到一线，通过强化战略学等军
事理论的系统学习，召开军事筹划和备
战打仗“诸葛亮会”，抓问题、挖根
源、找方法，完善了 20余个训练课目
的组训细则，梳理出问题清单逐一挂号
销账。

年初，部队在陌生地区组织演练，
旅党委成员带队到一线勘查，为前沿分
队提供了形象直观的三维战地环境信息
和预案提醒，精确打击了对手的数个重
要目标，掌握了演练的主动权。复盘
中，这些数据信息和预案提醒公开后，
获得上级机关和官兵的点赞。

“博弈”共建

互帮互学 常比常进

“以往我们一台装备可以压制一定
范围，没想到这次装备织成的‘干扰密
网’，还是被他们轻易穿透…… ”不久
前，电子对抗营短波干扰一连和机动通
信营机动通信二连互为对手，开展了一
次短波通信装备“博弈”。对抗失利
后，短波干扰一连党支部书记刘亦铠立
即组织支部成员总结教训。列席议训会
的，还有作为“对手”的机动通信二连
党支部成员。
“我们巧用新装备，派出几台装备

来回穿插，就能牵制电子对抗分队的装
备‘火力’。”剖析问题时，机动通信二
连党支部副书记安晓峰不仅分析了如何
发挥新装备优势，还着重谈到，对对手
指挥作战习惯的了解尤为重要。

心得哪里来？从一次次的实践中
来。原来，此前，两个连队因为专业对
口，已经开展了几十场对抗。这次对抗
前，安晓峰带领党支部潜心研究对手在
此前对抗中的“指挥脾气”，找到漏洞

所在，运用两台新装备当“佯攻”目
标，最终用老装备当主力赢得对抗胜
利。
“管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瞄准

关键通信中枢展开干扰，就切断了他们
的‘作战大脑’！”找准问题根源，电子
对抗营党委副书记张学风在议战议训会
上发表自己的见解。通过此类形式的
“博弈”共建，两个营党委既当对手又
是盟友，更加注重党委统战议战在战略
战术上的定调引领，突出体系训练，抓
好全系统、全要素、全流程训练，训练
水平节节攀升。

该旅党委常委罗洪说，这两个营党
委的议战议训成果，为其他党组织提供
了很好的范例。今年以来，旅党委着重
抓好营与营、连与连党组织之间“博弈
共建，互学共进”，收到明显成效。军
事考核前夕，修理二营党委组织官兵到
各个装备分队摸底故障数据，将战斗力
标准融入到军事训练考评中，既落实了
军事考核，又促进了备战打仗往实里
练，接连攻克了装甲装备 10余个重难
点故障的修理任务。

同台议训

集智共研 经验共享

“建议旅牵头建立官兵训练数据
库，营党委着重抓干部抓尖子，连队党
支部分级施训、全员落实，适时更新数
据库……”

2月份，驾驶专业复训工作成为该
旅三级党组织议战议训的议题之一。会
上，三级党组织集智研究，改变以往
“一锅煮”和生搬硬套按计划的老套
路，按照参训驾驶员具体情况，量体裁
衣分层组训，训练效益大大提升。
“能在一线议训的会决不放在会议

室！必须到现场展开直观真切的调查研

究。”旅党委书记郝康建说，各级党组
织必须统一站位，才能在糅合历练中提
高议战议训能力。
“侦察分队在前线获取了情报，却

由于通信联络迟缓贻误了战机，反映出
指挥员综合能力素质的短板……”在逐
营过考核野战指挥所时，该旅旅、营、
连三级党组织同台议训，以训练场实际
情况为议战议训教材，在硝烟味、枪炮
声中一同研究解决问题，实现了经验与
教训共享。

按新大纲施训以来，旅党委班子多
次带着营连党组织同学习同训练，在一
线感受制约基层抓训练的难点，提建议
教方法，在解决问题中手把手地帮基层
党组织练强自建内功。旅党委成员在议
战议训会上认领问题清单，明确时限抓
整改，为营连党组织立起一切工作向练
兵备战这个中心聚焦用劲的风向标。

认真问责，有利于制度的扎实落
实。该旅牢固确立为战监察的理念，构
建科学完备的军事训练监察制度体系，
不断完善《服务练兵备战规范手册》。
旅纪委书记罗光说，在 3月初的联训议
训反馈调研中，5名连队党支部成员因
落实责任不力受到追责，1名旅党委成
员帮建不力在党委会上作出检讨。

结合三级党组织联训议训机制运
行，该旅进一步完善机关基层军事训练
双向考评机制，在强化组织功能上使
劲，把培训正副书记向培训班子全体成
员转变，培养管理能力向培养作战能力
延伸，班子自身建设向干部、党员两支
队伍建设延伸。在刚刚结束的“抓教
头、磨尖子”创破纪录比武活动中，该
旅机关和基层、政治工作干部和军事干
部同台竞技，30 多名党委支部成员受
表彰。

联训议训，为战斗力提质增效
—第73集团军某旅探索三级党组织议训的见闻思考

■高旭尧

党建论坛

“查摆问题不精准的，帮建效果不
明显的，重新帮建……”前不久，在第 76
集团军某旅第二批“过支部”活动总结
会上，机关干部张昊良所在的帮建工作
组向旅党委提交的基层帮建报告被判
为“不合格”，该组成员被责令重回连队
调研帮建。

痛定思痛，张昊良带队再次沉到连
队。这一次，通过走进班排，与战士们同
吃同住同工作，他们梳理出“班子带头作

用不明显”“精细化建设管理不够”等多
个具体问题，并逐条帮助制定整改措施，
及时跟踪督导确保问题整改清零。
“带部队关键是打基础，打基础关

键是强支部。”该旅领导介绍，手把手帮
带强堡垒是一个扎实管用的方法。去
年以来，旅党委坚持问题导向，针对以
往蹲点帮建时间到任务了、重过程轻实
效等矛盾问题精准施策，探索开展“过
支部”活动，对基层党组织分批次逐一

帮建一遍，锻造过硬一线战斗堡垒。他
们要求帮建工作组入连当兵看真相、在
连生活找问题、与兵“五同”寻方法，理
清帮建思路。采取阶段讲评、分析形
势、随机检查等方式跟踪监督抓整改，
确保帮建实效。

火力连党支部书记张学博与副书
记王刚都是新上任的，基层任职经验不
足，工作缺乏招法。在“过支部”活动
中，一名旅党委常委带 3名机关干部精
心调研，帮助提出了“抓思想、强人才、
正风气、聚兵心”整体工作思路，并逐项
制定具体举措，比如支部班子成员怎么
分工、具体抓哪些工作责任到人。一名
党委常委带队不定期到连队检查落实
情况，在全程跟踪中确保问题整改见底
见效。记者了解到，在去年年终总结
时，党委机关帮建的 5个连队党支部，3
个由后进跨入先进行列，被评为先进党
支部。

第76集团军某旅开展支部逐个过活动

手把手帮带强堡垒
■王钰凯 李灰懿 本报特约记者 相双喜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党的建设工

作会议上指出，要开展纪律教育，

严格纪律执行，用铁的纪律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新时

代有新标准新要求，每名党员必须

把纪律作为信仰来坚守，自觉维护

纪律的严肃性、权威性。

我军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敌人，

打赢了一场又一场战争，不断从胜

利走向胜利，严明的纪律是制胜法

宝。党员干部只有把纪律看得比自

己的生命重要，纪律的生命线才能

越来越坚强。要牢记宗旨不忘初

心，时刻想着入党时的铮铮誓言，

搞清楚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

身后留什么，从心底生起对纪律的

敬畏。

纪律是带电的高压线，是约束

全党的法律法规。人说规定就是肯

定正确的否定错误的，纪律否定的

就是与纪律要求相悖的东西。因

此，我们应自觉在纪律规矩的框架

内履职用权、谨言慎行，做到独处

守心、群处守口，注重点滴养成、

守好“小节”，自觉用纪律的要求立

德、立身、立志，筑起道德约束、

净化灵魂的灯塔，以如履薄冰的姿

态引领人生航向。

党的纪律也是感情线，必须苦

心经营。老一辈革命家对党情深似

海，根本一条就是尊崇于党的纪律、

忠诚于党的章程。我们每一名党员

干部都应像老一辈革命家那样保持

赤诚之心，忠诚、景仰党的纪律，带

着深厚的感情学习纪律、运用纪律、

严守纪律，坚决对违反纪律的言行

说不，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

失误失败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

邪气敢于坚决斗争。要守住党性之

魂，补精神之钙、固思想之元、培为

兵之本，决不能因碍于情面、怕得罪

人而丧失党性，决不能拿原则做交

易、用党性换人情，自觉用钢铁般的

纪律锤炼坚强党性，使自己成为具

有高度政治自觉、纪律自觉、党性纯

正的共产党员。

（作者单位：武警南昌支队政治

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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