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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精神

5月上旬，新疆军区某步兵团多支
战斗小分队在冀北腹地、天山南麓、戈
壁深处的训练场开展训练和比武竞
赛。部队高度动态分散，活跃在各个
点位的党小组灵活开展网上党小组
会、战地微活动、互补结对等活动，使
党小组在练兵场持续发挥“引擎”作
用，确保了部队备战打仗工作的质效。

锣齐鼓不齐，活动怎么搞？

异地同步开好一个会

4月 4日，第一次在某合同战术训
练基地召开党小组会，“轻突骑兵－
2019”集训队第一党小组组长张三虎
清点人员，就面临着“锣齐鼓不齐”的
尴尬：步三连干部党员鹿磊因临时抽
调参加“军械能手”集训而缺席，步九
连战士党员玉素甫在几十公里外的戈
壁滩上设置夜间机动目标点……

该团打乱建制组成战斗小组和各

类集训队，尽管部队出发前就明确了
党小组划分，但到实际活动时，不少党
小组成员还是无法如期参加。“军械能
手”集训，党小组长王振召集党员开
会，轻武器组和高炮组的党员已经到
齐，榴炮组的党员却仍在紧张的操作
考核中。

党小组是基层党组织的末端，人
员都到不齐，如何落实组织生活，形成
强大合力？

战斗小组临时党支部副书记、团
保障处副处长田宏兵告诉笔者，在这
种情况下，他们借助通信网络和视频
会议系统，利用信息化平台召开视频
会议，在严格遵守保密规定的前提下
组织党员汇报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等组织生活和推选党员发展对
象，让不同点位的党员同步开展活动。

组织生活之前，他们利用信息化
平台提前预告组织生活内容和要求，
组织不在位党员现场进行视频通话，
同步参加。各单位还将党小组学习
内容纳入每月工作计划，并制成小卡
片，采取“卡片随身带、理论随地学、
观点随时记、内容随机考、网络问实
效”等方式，提升党小组异地同步学
习效率。

5月 8日，步兵九连战士党员玉素
甫撰写好思想汇报后，通过信息化平
台发给党小组成员，为未及时参加组
织生活自觉接受批评；推选步二连大
学生士兵谢林为党员发展对象时，党
小组长张三虎通过信息化平台，与正
在参加“军械能手”集训的小组成员鹿
磊等人建群视频通话，广泛征求意见
后，及时向党支部进行了推荐。

任务转换快，小组怎么带？

“微活动”延伸到每

顶帐篷

4 月底，该团接到上级命令，选拔
几个战斗小组参加“轻突骑兵－2019”
比武竞赛，其余人员返回驻地。再次
被选为党小组长后，张三虎发现小组
成员虽然少了，但增加了一些新面
孔。任务变化节奏快，工作随机性大，
人员流动性强，他再次面临考验。

战斗小组乘火车转场途中，张三
虎组织召开了一次车厢党小组会，通
过“三分钟讨论会”，战士党员牛磊等
人讲红色故事、讲身边典型，在互动中
舒缓了心情，释放了长期集训的心头
压力。

不管任务如何转换，党小组的组
织功能发挥不能弱化。笔者了解到，
该团按照活动小型化、编组模块化、组
织经常化的要求，小批量多波次地开
展“微党日”“微党课”等活动，采取开
车厢党小组会、过帐篷组织生活等形
式，见缝插针进行微授课、微讨论、微
交流，把组织生活延伸到每个车厢、每
顶帐篷、每门火炮。各党小组还广泛
开展红色故事会，组织小组与小组对
抗，让党员与党员比拼；以小组为单位
讲红军传统、讲战斗故事、讲训练标
兵，引导官兵直面急难险重任务。他
们还依托强军网等信息化平台，设置
“网上党小组”，每日发布党章党规党
史小知识、每周推送“强军路上好党
员”微视频。

5月 13 日，在师“千兵百项”集训
队，该团第二党小组组长赵坚在训练
考核间隙，组织大家过了一次“帐篷党

日”，党小组围绕“自动步枪对不同距
离目标射击瞄准点难确定”等训练考
核中的重难点问题组织讨论，现场开
展“金点子”评选。党小组成员武文
国、李凯等人亮出训练实践中总结的
方法窍门，集思广益绘制出自动步枪
不同距离射击境况参考图，有效提升
了射击成绩。

与此同时，在“轻突骑兵－2019”
集训队，迫击炮小组考核后，了解到党
员张玉刚等人因夜间射击难度高思想
压力较大，党小组立即召集在位党员
展开“提升夜间射击成绩”小讨论，大
家收集分析“夜老虎连”夜间射击小技
巧，制定处置各种复杂情况的措施。
在最终比武中，张玉刚所在组获得步
枪夜间射击第一名。

工作压力大，扣子怎么解？

发挥“上联支部、下

通群众”好作用

有一次，高炮连党员排长王建伟
刚值完班就被抽调参加比赛集训。由
于长期工作压力较大，他产生了歇歇
脚的想法，结果在 30公里隐蔽行军中
拖了战斗小组后腿。无独有偶，步一
连党员排长涂跃尽管连续加班训练，
但最终还是未能取得好成绩。此后，
他训练总提不起精神。

动散条件下，官兵精神体力面临
严峻考验，时间长了容易产生懈怠情
绪。这种情况下，党小组必须及时发
挥功能作用，抓好党员的教育帮带，党
小组长张亚平赶紧开展针对性工作。

利用党小组会开诚布公地对王建
伟、涂跃进行批评提醒后，张亚平和
王建伟一起拟制补差计划、制定整改
措施。他还主动和涂跃结对，共同查
找制约训练水平提升的瓶颈，利用分
析软件帮助涂跃制定打好体能训练
基础计划，区分不同时段科学安排技
能训练。在党小组有力帮带下，王建
伟和涂跃很快恢复了精神状态，训练
成绩稳步提升。

针对动散条件下党员思想难掌
握、行为难掌控实际，该团组织基层支
委挂钩帮带各党小组，组织每名党员
与 2至 3名普通官兵结成对子，利用点
滴时间开展“面对面做工作、背靠背知
兵情、心贴心交朋友”的经常性帮带活
动，做到思想不通有人谈、作风散漫有
人纠、训练掉队有人帮、行为出格有人
管，使党小组“上联支部、下通群众”的
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在某射击集训队，由于场地经常
转换，战士易昌东的成绩一直上不
去，面临着被淘汰的风险。党小组
长、副连长张宪凯主动靠上去做工
作，和小易结成帮带对子，与他分享
自己靠平和心态和熟练操作取得射
击优异成绩的经历。张宪凯还发动
曾获得团狙击比武冠军的党员骨干
马斌一起帮带小易，手把手传授射击
要领。易昌东放下思想包袱，全身心
投入刻苦训练，在实弹射击中取得 10
发 100环的优异成绩。

上图：新疆军区某装甲团装步三连

党支部针对演训特点，因地制宜落实党

组织生活制度，将党员队伍焕发出来的

热情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实际

行动。图为该连第二党小组召开战车

党小组会，围绕演习中重难点课目开展

攻关。 袁 凯摄

演
训
一
线
，党
小
组
成
为
动
力
﹃
引
擎
﹄

—

新
疆
军
区
某
步
兵
团
党
委
抓
好
动
散
条
件
下
党
组
织
建
设
的
探
索

■
董
云
杰

本
报
特
约
通
讯
员

黄
宗
兴

授课背景

5 月下旬，第 73 集团军某旅即将
外训，旅党委书记江秀礼带队对党员
进行调研发现，个别党员虽然请战态
度坚决，在关键时刻有站出来的觉
悟，但在日常学习、工作、训练中模
范意识不太强，有时无法始终坚持高
标准。为此，江秀礼精心准备了一堂
党课，结合单位荣誉史和改革转型建
设中的先进典型，引导党员骨干认识
到，先进性既在“战时”也在“平
时”，进而带头形成干在平时、争在平
时的浓厚氛围，确保高质量、高标准
完成外训任务。

党课实录

在我们“能攻善守英雄连”的连
史馆里，有一双破旧的胶鞋，它见证
了革命先辈在战争年代里经过枪林弹
雨、穿越死亡之路，练就一双“铁脚
板”的真追求。

老师长边贵祥抓部队训练标准严
在平时，为了锤炼提升部队在实战中
的奔袭能力，他把部队放在山林中进
行连续穿插训练，每天一个五公里或
十公里，风雨无阻。部队的党员干部
坚持在平时训练中跑在队伍最前头，
磨坏了一双双胶鞋，实打实带领官兵

练就了一双“铁脚板”。
最终，在当年“探垄”攻坚战

中，官兵取得了骄人战绩。我们旅
前身的一个团，仅用 3个多小时就翻
越了 10 多道深沟、奔袭 22 公里，提
前 45 分钟穿插到位，抢占了 14 座高
地，为战斗胜利赢得先机，也赢得
了“穿插如猛虎、坚守如磐石”的
荣誉称号。

平时备得好，战时胜算多。党员
在平时练兵备战先行一步，把部队带
好练强，就能积攒更多胜战力量。如
果平时训练只是一般水准，那上了战
场还有什么底气叫响“跟我上”？虽然
现在我们单位配备了轮式装备，行军
靠两条腿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但我们
党员更要在平时训练中把先锋模范作
用发挥好。

近期，我们将进驻某综合训练基
地，开展野外驻训和基地化演习，这
是又一场硬仗。从平时训练考核情况
看，个别党员干部骨干还在低水平层
次徘徊，仅满足于及格标准，甚至还
有个别党员存在基础体能不合格、指
挥技能不掌握、手中装备玩不转等问
题，算不上合格党员。

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
共产党员都该让别人“一眼就能看得
出”。装步三连党支部副书记陈晓源，
平时训练就是千锤百炼，不顾双膝积
液和身体病痛，一直带领队伍练得最
猛，冲在最前。他去年带队参加全军
比武，在负重 30公斤、隐蔽行军 30公
里比武中，他大腿抽筋，用三角巾加
压后又继续坚持。队员们在他带动
下，即使有的痛得直掉眼泪也没有一
个人停下来。拼到中间一段爬坡路，
有的队员实在跑不动了，陈晓源抢过
落后战友的背囊带着大家一直拼过了

终点，取得优异成绩。试想一下，如
果平时训练不刻苦，陈晓源关键时刻
又哪来这样的底气和实力？

让别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既是
对党员的责任要求，也体现了一种党
性标准。在东部战区陆军第一届党代
会代表中，我们单位有一位彝族党代
表光荣出席。他叫俄比拉布，入伍 13
年，从不识汉字到成为教导队教员，
他在岗位上躬身拼搏。去年一次专业
比武，面对全新的领域，俄比拉布迎
难而上，翻遍了各种专业教材，每次
训练都一丝不苟。仅一个线路和故障
点，他就反复练习上百次。战斗体
能、综合技能，别人做一次，他就做
三次，有时饭都顾不上吃。比武时，
他忍着双手老茧破裂和身上多处伤痛
坚持战斗，最终取得 4 个课目第一、
总分第一的骄人成绩。

走下比武场，他又转战理论学习
战场，潜心钻研“四会”教员技能，
被战区陆军评为优秀“四会”教员。
这些年，俄比拉布培养的战士中，有
400多人走上了班长岗位。

在我们身边，像这样的先进典型
还有很多，他们是旅改革转型不可或
缺的中坚力量。现在正值盛夏，艰苦
而漫长的外训即将展开，各类比武考
核接踵而至，正是需要党员平时带头
苦练、狠练、猛练，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的时候。如果在日常工作训练学习
生活中，每名党员都能做到让别人
“一眼就能看得出”，那么我们部队的
战斗力就能获得质的飞跃。
（谢 思、本报记者 赖文湧整理）

做“一眼就能看得出”的党员
■授课人 第73集团军某旅党委书记 江秀礼

精品党课

对党绝对忠诚，是党员干部的基本

要求。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

度，是检验党员干部对党是否忠诚老实

的试金石，更是衡量领导干部组织意

识、规矩意识的一把标尺。领导干部按

规定如实上报个人有关事项，既能强化

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也能促进

形成廉洁从政、廉洁齐家的良好政治生

态。可以说，一份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

项报告表格，检的是党性，验的是思想，

测的是人品。

襟怀坦白、忠诚老实，是每名共产党

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领导干部个人

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对应报必报事项都

有明确的规定。如实报告个人事项，应

该成为领导干部的自觉行动，这既是体

现组织观念，也是体现对党忠诚。落实

制度中，各级党组织必须强化政策规定

学习，强化对党忠诚的政治标准，认识到

向党组织说真话说实话、对个人有关事

项主动报告、及时报告、全面报告是对党

忠诚的起码标准，是领导干部守纪律、讲

规矩的必然要求。

如实报告个人事项，是领导干部履

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一项重要

政治任务。领导干部不仅要带头执行，

还要按照要求，将个人及家庭情况进行

详实报告。事实上，领导干部家事、家

产绝非小事，作为领导干部，就要自觉

履行报告义务，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的

监督。对那些交代“家底”不主动、不彻

底，思想上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或是与

家属沟通交流不到位，对房产、基金、炒

股等情况不了解不掌握，甚至存在侥幸

心理，汇报个人事项存在随意性的，必

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挥好制度的震

慑作用。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约束权

力和实现管党治党法治化、制度化的关

键一招，这应成为权力运行的常态。每

一名领导干部都应襟怀坦白，成为遵守

制度的典范。

(作者单位：河北省涞水县人民武

装部)

把个人事项对党说清楚
■董家刚

“作为一名党员，我们必须做政治
上的明白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鲜
明……”5月 23日，陆军某部装甲团装步
一连党支部副书记周博在党课授课评比
中，为党员重点阐明树立大局意识的重要
性，党员听了表示很解渴。培养军政综合

素质都过硬的党支部正副书记，打造过硬
“领头雁”，是陆军某部装甲团加强基层党
组织建设的重要抓手。

该团赴高原地区参加实兵实弹演习
时，对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发挥情况进
行了跟踪调研。结果显示，个别基层党

支部正副书记的军政素质有短板：个别
军事主官不会分析处置导演组下达情况
中的政治工作，个别政治工作干部不能
准确处置军事工作情况。发现问题后，
团党委经议训会研究决定，把提高基层
党支部正副书记军政能力素质作为重要
内容。他们成立书记集训队，以演训任
务为背景，着力弥补正副书记在党务工
作、参谋业务、专业技能、备课教育等方
面存在的不足。

5月底，坦克五连党支部书记蔡川
在副书记休假不在位的情况下上阵指
挥，从战备等级转换到机动至集结地域，
及时有效处置各种临机情况，带领全连
官兵顺利完成任务。

陆军某部装甲团

提升党支部正副书记综合素质
■李世伟 解 飞

5月31日，甘肃省宕昌县人武部利用党团活动时间，组织党员干部参观哈达

铺红军长征纪念馆。他们通过在红色圣地重温入党誓词、召开党小组会，进一步

加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图为党员干部在革命伟

人塑像前开展学习讨论。

马 涛摄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党建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