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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精神·聚焦基层党组织建设①

组织制度跟着任务走、党课教育坚
持动中抓、党员监督进行常态评……6
月份以来，第 78集团军许多官兵在不同
方向、不同地点执行野外驻训和留守执
勤等任务。面对部队高度动态分散的实
际，他们创新动态管理、灵活实施教育、
强化党员监督，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
练兵场上持续发挥引领作用，确保了部
队各项工作向练兵备战聚焦。

人员去向不定，动态

管理咋跟进？

“联动式”机制不挂空挡

“在移动靶标构设方面能够克服场
地困难，完成任务有招法”“作为负责人，
能够合理分配任务，确保工作有序开
展”……“八一”前夕，借调到机关保障
射击场靶标设置的某旅火箭炮连党员李
智杰，回到连队后第一件事，就是将机关
驻训党支部开具的《党员现实表现鉴定
表》交到连队党支部书记张宇手中，借调
期间的各种表现一目了然。

欣喜的同时，张宇向记者讲述了去
年野外驻训演练的一段经历：“连队支部
研究派遣一名士官党员加强榴炮二连驾
驶员队伍，没想到这名士官在执行任务
期间思想松懈，几次违纪被机关通报，给
连队带来了负面影响。”

其实，这个连的现象并非个例，野外
驻训、执行各项任务，临时外出党员往往
是去向难把握，管理难实施，活动难开
展，普遍存在“所在单位管不到，所到单
位不好管”的情况。

该旅充分发挥各党支部间的联动
作用，探索建立了临时外出党员管理
“双向联系、双向反馈”机制，即原党组
织向临时所在党组织发送《党员身份介
绍函》，确定专人定期了解党员执行任
务期间的综合表现情况，提出加强监督
管理的意见和建议；临时所在党组织以
《党员现实表现鉴定表》等形式，在任务
结束时向原党组织反馈此次党员执行

任务的表现情况，原党组织将反馈情况
作为党员年终评议的重要依据。同时，
对单独执行任务的临时外出党员实施
“散出散管”，由所属党支部确定联系
人，负责传达上级精神，确保这些党员
“离队不离党”。

任务点多面广，常态

教育咋坚持？

“嵌入式”党课走心入脑

6月 22日，按照驻训分队计划安排，
某旅党支部书记王龙齐正在组织党课教
育，统计人数发现，连队 21名党员不在
位的竟有 11人。有协助坦克分队实弹
射击派出的警戒力量，有正在护送弹药
的押运人员，有的参加上级未爆弹药处
置集训……对这些不在位的党员，如何
及时有效开展教育？
“每名党员在单独执行重要任务后，

都要汇报一次关于任务执行情况的体

会，或书面或口头，重点讲清党员作用发
挥的情况。”对记者的疑问，王龙齐给出
这样的答案。

记者了解到，针对部队野外驻训人
员相对分散、编组转换频繁、任务随机变
化的特点，集团军各级把集中上大课与
分散上小课、系统抓教育与依托任务搞
学习结合起来。以战位为平台，以任务
为牵引，突出融入任务式教育。同时，在
完成上级规定动作的前提下，充分给予
基层党委支部党员教育的自主权。在定
期与随机、集中与分散、自主与规范的有
机结合中，探索形成了“形式上集散搭
配，内容上统分结合、效果上目标管理”
的党员教育新模式。

在某旅坦克七连夜间实弹射击阵
地，由于调整重组和射击场地限制，连
队此前未在夜间进行过实弹射击。第
一轮结束，率先完成射击的党员车组
走下战车，黄新春、张永、谢广涛 3名同
志在第二教练地刚刚分享完夜间射击
经验后，随即围绕“险难课目怎样体现
先进性”引导党员展开了讨论，整个实

弹射击过程，党员骨干踊跃参加，有效
带动了全连官兵的训练热情。

监督难以落实，党员

作用咋发挥？

“监督卡”激发履职动力

前不久，某旅炮兵营副连长王辉前一
晚刚刚组织完实弹射击，第二天清早就带
车到阵地组织装备保养，由于疲惫，在副
驾驶位置打起了盹，导致驾驶员因不熟悉
路线跑错了路，耽误了时间。了解到这一
情况后，营里在王辉的“党员监督卡”履职
尽责一栏扣去了相应分数。
“卡片正是旅延伸党员监督触角的

一个举措。每位党员都有一张党员监督
卡，正面印有党员行为规范，哪是‘红灯’
哪是‘绿灯’，一目了然；背面为个人表现
成绩，量化党员德才表现。”炮兵营教导
员李永伟介绍说。

驻训期间，个别党员容易处于组织
监管之外。思想难掌握、行为难掌控、
模范作用差，是党员管理监督在动散条
件下面临的实际问题。旅党委研究制
定了《野营驻训党员日常量化管理实施
细则》，从政治思想、军事训练、履职尽
责、遵章守纪、学习成才、完成任务等方
面，定期对党员的综合表现汇总打分，
在“党员监督卡”上着重体现工作中存
在的失误与不足。各连党支部结合工
作和执行任务的时间节点，定期以无记
名方式征求官兵意见，及时组织讲评和
民主评议，将评比结果与立功受奖、评
选各类先进挂钩。

一张“监督卡”，使党员的“工作圈”
“生活圈”和“社交圈”时刻处于组织监督
之中，也激发了争先创优的动力。记者
在不少驻训营区看到，每次训练最刻苦
的是党员，离“火线”最近的是党员，完成
任务最坚决、最漂亮的是党员。二级军
士长赵明瑞感慨地说：小卡片，大作为，
它释放出来的能量，给动散条件下党员
监督管理工作带来了可喜局面。

兵撒千里，党建工作不断线
—第78集团军针对野外驻训特点探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高 巍 邢鸿剑 本报特约记者 向 勇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强则军队强。国防和军队
建设进入新体制时间，建强基层党组织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重要、更加紧迫。

改革以来，军队各级党委适应新体制新职能，聚焦备
战打仗主责主业，找准各级各类党组织职能定位，优化组
织设置，健全制度机制，改进领导方式，各级党组织建设

得更加坚强有力。
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强军事业充满生机。在中央军委

党的建设会议召开一周年之际，我们围绕军队基层党组
织建设推出系列策划，展现各级深入贯彻落实会议精神
特别是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给军队建设带来的新变化新
气象。

“负责连队给养和搭建云梯的
工兵班班长张云清醒来时看见登
城战友的云梯正在晃动，就拖着断
腿和残臂艰难地爬过去，肩顶手抱
稳住梯脚。当指导员发现他时，已
经牺牲的张云清仍然紧紧抱着梯
子……”“八一”前夕，沈阳联勤保障
中心某基地组织党员干部和骨干参

观济南战役纪念馆。看了革命先辈
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不少人流下
激动的泪水。
“齐鲁大地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的重要战场，红色资源非常丰富。”基
地领导介绍，他们针对部队刚组建不
久，部分官兵对我军的优良传统缺乏
切身体会等情况，以驻地革命旧址、高

校企业、杰出代表等社会优质资源为
载体，形成教育资源库，先后来到英雄
山烈士陵园等革命旧址追忆光荣传
统，激发大家干事创业豪情。

基地还注重挖掘身边教育资源，
在党员中开展“学党史故事，忆峥嵘岁
月”活动，引进驻地大学图书馆优质图
书资料，原原本本学习党史军史；组织
军需保障队利用野外驻训和收发被装
之余，寻访慰问当地老军人、老党员，
学习老一辈革命家先进事迹，传承我
军后勤战史中“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
了胜利”的革命精神。

前不久，在上级组织的战备拉动
考核中，该基地党员干部和骨干冲锋
在前，带领官兵紧贴战场需要破解保
障难题，大幅缩短全要素装载出动时
间，圆满完成了保障任务。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

用好身边资源 激发练兵动力
■本报记者 赖瑜鸿 通讯员 周江川

“一句‘别怕，跟我来！’喊出
了党员风范！2018 年高考期间，强
台风‘艾云尼’来袭，200 余考生无
法进入考场，我部党员骨干带领水
上救援队紧急驰援，驾冲锋舟运送
考生，不到半个小时就将考生全部
安全送到考场……”在武警肇庆支
队 8月上旬的一次主题党日活动里，
一辑历年优秀党员风采掠影引起了

党员骨干共鸣。
支队领导介绍，写好党员风采录

是他们坚持了 27年的传统，是擦亮党
员身份的一项有效举措。上世纪 90年
代，他们采取“图、文、物”共展的
形式，在营区里形成移步换景、一景
一史的浓郁氛围；21世纪初，利用视
频、影片的真实感和艺术感拨动官兵
心弦，记录下抗洪大堤上的“最美睡

姿”、救火现场的“最美逆行”、烈日
灼浪下的“最美哨兵”等“最美”瞬
间；进入新时代，支队在强军网开设
“党员先锋”“红色传人”等栏目，建
设“党员风采录数据库”，用好微
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让先进典型
置顶网络头条、走进官兵心田。

传承红色薪火，建强党员队伍。
年初新兵下连之际，支队邀请最早一
批优秀党员代表回到支队讲立功事
迹、谈获奖感言，勉励新战友安心军
营、拼搏奋斗，同时组织力量将老党
员们的感悟心得加以整理，拍摄制作
纪实片，并“搬”上了强军网“党员
先锋”专栏。

武警肇庆支队—

记录党员风采 擦亮党员身份
■易 昶 郭 凯

7月26日，习主席在会见全国

退役军人工作会议代表时，赞誉

老英雄张富清“你是全党全国人

民的楷模”。老英雄张富清之所以

受到如此之高褒扬，是因为老英

雄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的

政治品质，有着 60多年深藏功

名、不衿不伐的高尚情操。在奋力

推进新时代强军伟业的今天，各级

领导干部要以张富清为榜样，胸怀

静气、淡泊名利，心有大我、至诚

报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官兵心

中升腾起胜战之火，自觉谋战、研

战、练战，在锻造胜战之师的如虹

征途上步履铿锵。但也不可否认，

由于承平日久，少数领导干部滋生

了浮躁心态，有的政绩观错位，谋

划工作急功近利，为得到上级关注

搞伪绩虚功；有的作风漂浮，在做

表面文章、口头表态上反应迅速，

而在真打实备、真抓实干上则精力

外移、用心不专，等等。在个别领

导干部身上出现这些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甚至是精致利己主义现象

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缺乏一种

淡泊名利的静气。

静气，是一种修养品行，也是

一种境界气度，更是一种初心坚

守。不忘初心、奉献一生的党员干

部楷模杨善洲，60年坚守共产党人

精神家园，终生不改“心在人民，

利归天下”初心本色。学习杨善洲

精神，就要像他那样以正确的世界

观立身，以正确的权力观用权，以

正确的事业观干事，以正确的群众

观做人。开国将军甘祖昌放弃高

位，举家回乡务农，倾其所有带领

乡亲们脱贫致富，以实际行动诠释

了共产党人的初心。林俊德埋名大

漠戈壁50年，用生命的光和热，为

共 和 国 创 造 出 “ 太 阳 ” 和 “ 惊

雷”。“君子志于泽天下”。在杨善

洲、甘祖昌、林俊德、张富清这些

共产党员眼里，初心不是一时一地

的誓言，而是一生一世的信念，他

们把党的初心使命早已刻在心里、

印在脑中、融入血脉。

新时代领导干部要挑起备战打

仗的担子，重在涵养淡泊名利的胸

襟静气，以平和之心看待“名”，以知

足之心看待“利”，以淡泊之心看待

“位”，不汲汲于名利，不戚戚于得

失，用静气驱散浮躁，用淡泊显现本

真。在强军兴军伟大事业中，剔除

功利主义，清除思想锈蚀，根除“有

害积极性”，始终脑中想着战事，精

力聚焦打仗，工作瞄准战场，以“慢

不得”的使命感、“等不起”的危机

感、“坐不住”的责任感，立身为旗务

战研战议战练战，树好矢志强军甘

于奉献的样子，以功成不必在我的

思想境界，以甘入苦海、夙夜在公、

以身许党的担当精神，践行好新时

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作者单位：96942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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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上旬，南部战区陆军某旅机步
营机炮连召开支委会，按照事先确定的
议题，对连队全面建设形势进行深入分
析。会上，研究制定了针对性措施。

所有议题研究完毕，党支部书记徐
伟文正要宣布会议结束时，一名支委
提出：“上级要求连队尽快推荐两名技
术学兵，今天正好开会，能否现在研究
上报人选。”

徐伟文在征求副书记意见后说：
“学习培训关乎官兵切身利益。这项
议题事先没有经过充分酝酿，现在仓
促研究决定不妥，建议下次开会时再
进行深入研究。”他的意见得到了大
家的一致同意，那名提出临时增加议
题的支委也认识到了问题所在。党

支部最终决定本次支委会结束，不再
研究其他议题。

旅党委书记刘石燕得知此事，对该
连党支部的做法给予了肯定。按照规
定，支委会的议题由书记、副书记研究
确定，支部党员大会的议题由支部委员
会研究确定。确定议题应当事先征求
意见。除特殊情况外不得临时动议。
刘石燕说：“临时增加议题，体现了支部
成员对工作认真负责。但临时动议与
议事决策程序不符，容易影响党组织的
权威性、严肃性，还为科学决策增加了
风险。”

前不久，机炮连召开支委会，经充
分酝酿、民主讨论后，确定了上报技术
学兵的人选。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规范基层党组织议事决策

民主议事不搞临时动议
■梁志平 盘 欣

8月上旬，陆军第83集团军

某旅向预定地域机动时，在车厢

中成立党员突击队，大家表示要

在演训中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

张 佩摄

党建视野

戴上党员标识，肩头责任倍增。 谢 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