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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有一种选择不忘初心，有一种
坚守筑梦空天，有一种荣耀点亮青
春……空军蓝，在召唤！孔雀蓝，展魅
力！”3月中旬，空军面向社会公开招考
文职人员宣传活动在全国 40余所知名
高校举行。各活动现场，随着招考宣
传片《强军路上，有我有他也有你》的
播放，气氛瞬间被点燃。
“建设强大人民空军需要集聚更多

高素质人才。”空军政治工作部兵员和
文职人员局局长俞旭龙介绍，为了让更
多高校的有志青年了解招考文职人员
工作，在今年招考启动之初，空军制订
了高校宣传活动计划。他们安排 6个
宣传组，分赴全国 12个省（区）的 43所
知名高校开展宣传，扩大空军招考影响
力，吸引更多优秀学子报名参考。

宣讲人员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全国一流高校学
子面对面交流。听闻有望建功军营，一
张张年轻的面孔上洋溢着奋发的热情。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是设立军

队文职人员制度的初衷和本意。”空军
研究院政治工作处副主任苗雨壮向学
子们解读招考文职人员政策时说，“文
职人员是现代军队人力资源的重要组
成，建立统一的文职人员制度，扩大文
职人员编配范围，优化军队人员构成，
有利于延揽社会优秀人才为军队建设
服务，也有利于推动军地人才融合发
展。”苗雨壮就文职人员身份属性、职
能使命、岗位编设、职业发展、教育管
理、待遇保障等学子们关注的问题进
行详细阐述。

任职多年后重回母校清华大学，
空军工程大学副教授孔星炜倍感亲
切：“我想和同学们说的是，文职人员
虽然身无戎装，却要有军魂；文职人员
的岗位，非战为战，是提升空军战斗力
的重要支撑。希望更多信念坚定的清
华学子加入空军文职人员方阵，携手
铸就捍卫祖国空天的利刃。”
“我从小就有军旅情结，对军队也很

向往。我二爷爷参加过抗日战争，小时

候常听家里人讲起二爷爷的故事……”
在电视上看到军队招考文职人员的新
闻后，来自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大四学
生安知异常欣喜，“如果能够顺利考取
文职人员，我将感到很光荣，虽然不穿
军装，但同样可以为军队建设作贡献，
也算是圆了小时候的军旅梦吧。”

北京大学药学院学生尹霞即将毕
业，正在考虑就业问题。她翻阅空军多
家用人单位的招考手册，仔细比对心仪
岗位的招考条件：“我想毕业之后回老
家发展，这次空军招考文职人员有不少
岗位都在西安，工资待遇相对优厚，报
考文职人员是一个好的选择。”
“通过和学生交流我们发现，许多

人对军队招考文职人员只有一个模糊
的概念，对岗位的具体职责，以及文职
人员在军队建设中扮演的角色等并不
明晰。此次空军宣传组来到高校，‘零
距离’解答学子们的疑惑，激发了他们
加入蓝天方阵的热情。”宣传组成员王
娜说。

“孔雀蓝”召唤名校学子
——空军赴全国知名高校开展招考文职人员宣传活动见闻

■张 灿 赵第宇 本报记者 李建文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深入考察政治忠诚、

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等方面

的情况”“‘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不得列为

考察对象”……这次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条例》，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将“把政治

标准放在首位”这一导向进一步制度化、具体化，

把政治要求贯穿到选人用人全过程、各方面。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以

什么样的标准选人，选什么样的人，历来是干部工

作的首要问题。我党是具有崇高政治理想、政治

追求、政治品质和严明政治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我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历来把

政治标准作为选人用人的首要标准、一贯方针。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

干部要又红又专。回望我党我军发展历程，什么

时候严把政治标准，政治过硬、堪当重任、让党放

心的好干部就会充分涌现；什么时候淡化政治标

准，选人用人的不正之风就会滋生蔓延，干部队伍

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我们党对干部的要求，首先是政治上的要

求。选拔任用干部，首先要看干部政治上清醒不

清醒、坚定不坚定。”习主席的这一重要论述抓住

了干部选拔任用的关键和要害，发挥了拨云见

日、激浊扬清、祛偏扶正的导向作用。最近这几

年，我党我军在选人用人上把紧把严政治标准这

个硬杠杠，在人选条件上凸显政治要求，在考察

识别上突出政治素质，在审核把关上强调政治纪

律，政治生态明显改善、用人风气日益清朗，一大

批政治立场坚定、政治能力过硬、政治自律突出

的干部被选出来、用起来。

“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当。”察人知人，

历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政治素质属于人

的内在品质，是思想深处的东西，具有一定的隐

蔽性和复杂性。那些政治上的“两面人”，当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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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康、记者颜士强报道：近
日，新疆军区某红军师防化兵集训队组
织考核，中士朱立琪经过两个月的强化
训练，克服严寒天气和噪音干扰等影响，
在辐射源侦测考核中取得了 3个辐射源
侦测全部准确的优异成绩。该师领导介
绍，经过考核检验，目前已经展开的 12
个小兵种集训队相继攻克多个训练难

题，成绩稳步提升。
“去年参加陆军比武竞赛，由于小

兵种专业训练不扎实，多个课目丢
分。”该师作训部门调查发现：小兵种
专业课目杂，受基层单位训练器材、场
地和教练员等因素限制，专业训练总
在低层次徘徊，制约了部队体系作战
能力提升。

以问题为导向，这个师先后成立了
侦察兵、卫生员、通信兵等 12个小兵种
专业集训队。遴选专业素质好、责任心
强的干部担任集训队负责人；从小兵种
专业中选拔会组训的训练尖子，打破建
制壁垒执教，本着“缺什么补什么、弱什
么抓什么”的原则，一项一项训，逐个人

员练。
补齐短板，培养尖子。集训中，他们

依托驻地驻军单位多等优势，邀请各类
专业骨干到集训队面对面教授技巧、手
把手指导动作，将实践心得与队员们分
享。集训队女兵刘路遥手枪射击成绩一
直不及格，优秀射击教员肖红艳对她进
行“一对一”指导，帮她纠正不规范动作，
刘路遥的训练成绩明显提高。

在工兵集训队训练现场，数十名身
披伪装服的战士，接连完成 30米匍匐、
搜排雷等课目。首个完成作业的战士
杨争秒说：“把实战中最需要、最管用的
课目连贯起来训，让我们找到了打仗的
感觉。”

新疆军区某红军师以务实举措提升专业训练质量

小兵种集训队破解训练难题

本报讯 何飞、唐帅报道：3月上旬
起，军委审计署乌鲁木齐审计中心对新
疆军区某师党委班子成员展开经济责任
审计，并将陆续对所属团级部队主官进
行审计。该中心带队领导介绍，这次整
建制、成系统对师团级部队领导干部审
计，是落实“体系审、审体系”的一次具体
行动。
“只有抓住‘关键少数’，按照打仗的

指挥链路、作战体系开展审计，才能打通
适应未来战场的经济脉络。”据了解，该
中心此次重点对建制师团单位领导干部
经济权力行使的合规性、绩效性进行审
计，包括贯彻执行上级决策部署情况、聚
焦备战打仗情况、重大经济决策情况等

5类 20余项内容，并严格按照审计程序
规定，采取查阅凭证、现地核实、群众评
议、个别谈话等方式实施。

翻凭证、查发票、过开支……笔者看
到，该中心成员铆在集体办公现场，一个
个环节查证，一项项反复核算。军委审
计署驻西部战区第二审计局在指导审计
过程中，积极参与研究该师演训后装保
障问题，发挥审计为战的保障作用，立起
了服务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

该中心还积极探索容错纠错机制，
确保准确定性、客观定责，能立即改的现
场指导改正，其他问题“拉单列表”限期
整改，强化担当作为的正向激励，充分调
动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军委审计署乌鲁木齐审计中心提高审计质效服务备战打仗

经济责任审计突出“关键少数”

3月中旬，空降兵某旅按照作

战要素编成组织集群伞降训练。

张 磊摄

海军某观通旅老铁山观通站士官长
曹志刚，入伍 20多年来, 先后荣获全军
士官优秀人才奖二等奖、三等奖，被表彰
为海军训练标兵、海军优秀雷达兵。一
枚枚金灿灿的军功章，诠释着曹志刚扎
根高山、矢志报国、不辱使命的军旅人
生。他被战友们称为铁山“愚公”。

1996 年，曹志刚入伍之初，就听说
这样一句话——“上山不上老铁山”。他
却主动请缨上老铁山，还在老铁山扎下
了根。

以前，老铁山观通站官兵要在山
顶坑道内昼夜值班。炎热潮湿的夏
季，被子潮得能拧出水。寒冷的冬季，

零下 20摄氏度的低温经常冻住通往坑
道的水管，吃水成了大问题。曹志刚
带头背水上山，用“笨”办法解决吃水
难题。

近年来，老铁山观通站多次进行基
本设施建设，重型装备被车辆运到半山
腰便无法前进，要靠人工搬运上山。面
对数吨重的装备、484级台阶的登山路，
曹志刚像“愚公”一样，和战友一起将装
备搬运上山。

老铁山观通站战备值勤任务重，对
雷达兵专业水平要求高。刚上山时，曹
志刚暗自定下目标——当上岗最快的新
兵、专业最强的精兵。但第一次摸底考

核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失落的曹志
刚很快冷静下来，开始业务突击。理论
知识记不牢，他就把重点内容摘抄成小
卡片，随时掏出来看；操作技能练不精，
他就牺牲休息时间，加班进行找点、标
绘、测算训练。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上岗考核理
论成绩取得了满分，并提前 2分钟完成
标图，成为该站最快上岗的雷达兵。

担负值班值勤任务后，复杂的海区
情况让曹志刚意识到，仅凭扎实的理论
功底和操作基础，难以满足岗位需求。
可丰富的经验从何而来？
“能不能用豆子模拟各类舰船，在

海图上进行推演呢？”他用豆子摆出海
图上各类舰船的位置，再像下棋一样推
演。这种方法不仅使他能在 3 分钟内
熟记 90 多批目标，而且进一步加深了
舰船活动轨迹的印象，大大提升值班值
勤能力。

多年来，曹志刚上报情况及时、准
确，从未发生错、漏、误、压等情况。观通
站负责人说：“曹志刚是一本无字的教科
书，一言一行都在影响着大家。”

上图：曹志刚近影。 冯有为摄

铁 山“ 愚 公 ”
——记海军某观通旅老铁山观通站士官长曹志刚

■陈玉麟 曹洪铭 张 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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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武警云

南总队派出

医疗队，赴

迪庆藏族自

治州贫困山

区开展义务

巡诊。

高卓鹏摄

套、背后一套，装得很正、藏得很深。

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能力越强、职位越

高、平台越大，危害就越大。识别“庐

山真面目”，就要拿起政治标准这把铁

标尺，对那些不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不能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党中

央决策部署态度暧昧甚至心怀不满

的，不但要实行“一票否决”，还要作出

严肃处理。

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尖锐复杂的

斗争形势，把政治上过得硬、靠得住

的干部选好用好，必须改进完善干部

考察工作的理念思路、程序步骤、方

式方法，把干部的政治表现考准考

实。只有实行经常性、近距离、任务

式考核，坚持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

考察，走进工作圈、生活圈、社交圈，

既听其言、更观其行，既察其表、更析

其里，相互印证、互为补充，方能打造

一支能够担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干

部队伍。

本报讯 特约记者罗国金、通讯员
刘学努报道：3月 22 日至 25 日，第六届
长城国际军事医学论坛举办。论坛以
“聚焦实战、恪护生命”为主题，由军委后
勤保障部卫生局、联勤保障部队卫勤局、
解放军总医院主办，解放军总医院第一
医学中心承办，全军急救医学、战创伤
学、护理学等 8个专业委员会以及火箭
军特色医学中心、陆军军医大学野战外
科研究所、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研究院

卫勤保障技术研究所等单位协办。来自
以色列、白俄罗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
12 个国家和国际救援组织的专家及中
方代表共1300余人参加论坛。

本届论坛聚焦“战救器材与装备、战
现场救治、战伤损伤控制、理论研究方法
与培训、军事训练伤防控、多样化军事任
务卫勤保障、军事护理、大数据与人工智
能”8个专题展开研究探讨。中外专家
代表分别围绕军队应急机动卫勤力量建

设与训练、战伤救治、战时急性病防治、
核应急医学救援、烈性传染病员救治的
生物安全防护、科学训练、航空医疗后
送、卫勤人才培养、飞行员全程特色医学
保障体系构建等军事医学热点话题进行
深入交流。

据了解，长城国际军事医学论坛已
连续举办 6年，对实现军队卫勤训练研
究与未来战场高效对接，提升我军战伤
救治能力水平具有引领作用。

第六届长城国际军事医学论坛举办
聚焦军队卫勤训练研究与未来战场高效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