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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他们目光坚毅，他们步履铿锵，他们
气宇轩昂……10月 1日，文职人员方队以良好的
状态和飒爽的英姿，成功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
阅，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中这
支新锐力量的时代风采。

有些情况鲜为人知，因为人员年龄差距
大、行业跨度大、军事素质各异，方队组建之

初，参训队员和组训人员都面临着诸多困难和
挑战。

如何才能克服困难，打造钢铁般的受阅方
队？他们的法宝是：发挥好政治工作的服务保
证作用。方队领导说：“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
命线，是我军的看家本领，更是我们这支文职
人员队伍整齐划一、阔步前进的动力之源。”

文职人员方队的生命线跃动

队伍行不行，全看前两名。文职
人员方队组建之初，方队领导就从自
身做起，每次训练，都坚持第一个到
达最后一个离开，与大家一起淋雨一
起流汗，喝一桶水吃一锅饭……

方队集结之初，副方队长夏清林
远在湖北的父亲突发疾病去世，当时
正值队员陆续报到，后勤保障和管理
工作千头万绪。他强忍悲痛一直坚持
到当天工作结束才向方队领导请假。
连夜赶回老家安葬好父亲后，他又立
马归队投入工作。

方队长于庆明在被抽到方队之后
没几天，已是癌症晚期的岳父在济南
病故。接到电话后，于庆明一边安慰
爱人，一边叮嘱政委不要惊动其他
人，别让大家分心。回家处理完岳父
后事，于庆明很快就赶了回来。

当方队政委张大勇给文职人员方
队上教育课，讲起这些事情时，大家
深受感动。课后一名队员在阅兵日记
里写下了这样的心语：自古忠孝难两

全，与“丧父之痛”相比，我们遇到
的那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队员陈杰父母在温州开的小饭店
突然发生煤气爆炸，父亲和 3名店员
烧伤。中队领导得知后，一边协调
原单位派人协助处理事故，一边联
系驻地部队医院给予及时救治。来
自重庆警备区的现役转改文职人员
杨明，参训期间家人遭遇变故，他
只请了几天假回去处理完就赶回来
训练……

身体力行形成的“头雁效应”，
不仅勉励受阅参训文职人员顾大局识
大体，更激励他们坚定信念不辱使
命。去年底通过社会公开招考进入陆
军某院校的文职人员唐晨铭，参加抽
组较晚，虽然身体素质不错，训练也
很刻苦，但坚持了一段时间，还是没
有被选为正式队员，劲头开始不足。
中队长崔志成发现后，专门表扬他的
吃苦精神，并分享了自己当年从参训
到走上天安门广场的奋斗历程，告诉

他：“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
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
力却得不到结果的日子，我们把它叫
做扎根。任何人的成功都不是偶然，
而是平日里含泪忍耐和咬牙坚持换来
的必然结果。”在随后的训练中，崔
志成经常给小唐讲解训练技巧、帮他
纠正痼癖动作，收到很好的效果。

机遇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
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
者、畏难者。在崔志成等管理组训骨
干身体力行引领激励下，有不少像唐
晨铭这样的参训文职人员放下顾虑投
入训练，经过不断努力，后来居上成
为正式队员，在国庆阅兵时以昂扬的
状态阔步走过天安门广场。

以上率下强化“头雁效应”

“前方打胜仗，后方是保障！”回
顾文职人员方队从抽组到国庆阅兵精
彩亮相的过程，方队领导感慨万千。
让文职人员阅兵亮相，既是对文职人
员职能地位的充分肯定和未来作用的
无限期许，也是激发爱国热情、展示
国威军威、振奋民族精神的重大举
措。为让文职人员心无旁骛地投入阅
兵训练，各级机关上下联动、积极作
为，奏出“你为国奉献、我替你解
难”的优美旋律。
“协调就近就便进行全国执业医师

资格和职称考试，是各级领导机关联
动解难的典型事例，化解了文职人员
方队最大的忧虑。”方队领导介绍说，
队员来自全军 8个大单位，近 50%的人
在医疗系统工作，不少队员在原单位
报名准备参加今年的国家执业医师资
格考试。事关个人切身利益，为了既
保证训练又不耽误考试，方队将这一
情况及时向阅兵联合指挥部等有关部
门和上级进行汇报。

各级对此高度重视，积极协调国
家医学考试中心把队员考点统一调整
到北京，并在时间和环境上为队员复

习备考创造条件。他们还协调国家医
学考试中心专门派人来方队进行相关
培训。国家执业医师资格技能考试那
天，在各级的全力协调下，考试中心
为 93名参考队员专设了考点。

参考队员洪学庚说，当天 7时 25
分，方队派专车将他们送到设在北京
市疾控中心的考场。当时，参考队员
还没有打印准考证。市疾控中心不仅
安排专人提前解决打印证件的问题，
还为他们引导路线，带领他们走“绿
色通道”直接进入考场，省去奔波之
苦。记者了解到，在各级关怀帮助
下，国家医学考试中心随后又将执医
资格考试的笔试安排在集训点，实现
了训考两不误。

方队领导还通过沈阳联勤保障中
心、联勤保障部队及徒步方队指挥部、
阅兵联合指挥部向上级有关部门积极反
映受阅文职人员诉求，在政策范围内给
予参阅人员相关政策倾斜。比如认定受
阅参训期间可视作在岗工作，参阅人员
原享受的岗位津贴应继续发放，为大家
争取到实实在在的待遇。

除此之外，方队还针对文职人员对

政策了解不够、对发展路径看得不清，
担心参阅训练影响纳编定岗、转改落户
等诸多顾虑，邀请沈阳联保中心兵员和
文职人员处处长进行政策宣讲辅导，并
印发《文职人员政策问答手册》。主动
向队员所在单位发函，协调解决合同续
签、父母住院、子女择校、爱人分娩等涉
及队员切身利益的问题。

来自第 970 医院的现役转改文职
人员刘德胜，去年底转改之前在原单
位刚刚通过国家执业医师考试，受阅
参训期间接到统一为现役军人办理执
业医师资格证和执业证的通知。如果
错过这次机会，他至少失去一年开处
方的资格，既影响个人成长进步，又
影响为兵服务。为争取办证机会，医
院领导指定专人替他准备相关材料，
为他顺利办妥了“两证”。

记者了解到，联勤保障部队各级
党委机关十分关心文职人员方队的
身心健康，不仅派出心理医生和康
复理疗车伴随保障，还组织“文艺
轻骑兵”慰问演出，有效缓解了疲
劳和不良情绪，促进训练成绩的快
速提升。

倾情解难助力轻装上阵

来自联勤保障部队第 984 医院的
崔钦书一直有个阅兵梦，这次因为是
现役转改人员，队列基础较好，成为第
一个登上方队训练“龙虎榜”榜首的
人。但由于左膝有旧伤，经过一段时
间的集训后，他膝盖开始疼痛，并伴有
中度积液，影响到日常训练，崔钦书因
此被换到排尾。
“难道就这样放弃了吗？”看着自

己的照片被撤下“龙虎榜”，崔钦书心
中万般不甘。平时“姓军为战保障打
赢”的口号叫得响，如果连这点困难都
克服不了，将来如何能保障打赢？崔
钦书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坚持下
来。他找队医帮忙，制订训练康复计
划，对个人训练的节奏、强度、方式进
行科学安排，在养伤的同时，最大限度
完成训练任务。伤情稳定后，主动加
训补训，补齐短板……

方队领导也及时给他加油打气，
崔钦书计划在阅兵结束后举办婚礼，
方队领导建议他“带着阅兵纪念章参
加婚礼”。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中，携阅
兵归来的荣誉牵着爱人的手走进婚姻
殿堂，想着这美好的场景，崔钦书充满

斗志。很快，崔钦书重回“龙虎榜”，并
多次在方队单兵考核中名列第一，被
调整到方队第一排面排头的位置，成
为方队基准兵。

方队注重发挥文化的熏陶作用，在
训练场、宿舍楼、饭堂等场所悬挂具有文
职人员特色的标语口号，设置“笑脸墙”
“龙虎榜”、张贴阅兵感言、开设学习园
地，组织撰写“阅兵日记”“阅兵故事”，唱
响《文职人员之歌》，剪辑播放队员精彩
训练镜头，全方位激发大家的责任感荣
誉感自豪感。

水激石则鸣，人激志则宏。方队党
委把创先争优活动作为培育战斗精神的
重要抓手，对 73名训练标兵、15个优秀
排面、20 名精神面貌先进个人进行表
彰，给队员所在单位寄发喜报，邀请先进
个人单位领导来队颁奖，共同见证荣誉，
激发再战热情，立起了比学赶帮超的鲜
明导向。
“少波，你能入选阅兵方队是我们

全院的骄傲，10 月 1 日，我们要组织全
院观看阅兵直播，共同分享你参加阅兵
的荣光……”看着屏幕中单位领导和同
事期待的眼神，肖少波的眼眶湿了。肖

少波去年从空军军医大学毕业后主动
转改文职，分配到第 920 医院。他从小
家庭条件优越，进入阅兵集训点后，简
单枯燥的生活、机械重复的训练让他很
不适应，训练积极性也不高。

中队长张文俊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他悄悄跟肖少波所在单位进行联系，请
他们拍摄为肖少波加油的小视频，在他
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播放，收到了意想不
到的效果。

激励导向成为努力方向。通过社
会公开招考进入西部战区总医院的文
职人员徐彭杰，军事基础薄弱，刚入选
文职人员方队时，只是一名预备队
员。预备队员的身份意味着很可能无
缘亮相阅兵场，但他并没有放弃。“看
着同时入选的队员们一次次出现在
‘龙虎榜’上，自己心里也着急。”徐彭
杰坦言，在浓厚的比学赶帮超氛围中，
他不甘心落后于其他队员，采取“笨鸟
先飞”的策略，主动加练迎头赶上。功
夫不负有心人，在连续多次考核取得
优秀成绩后，徐彭杰成功实现“弯道超
车”，从预备队入选出场排面，最终参
加了阅兵。

荣誉感召激发昂扬斗志

“96 米、128 步、66 秒……”第一
次听到阅兵式要求时，来自第 940医院
的文职人员张宏伟震撼不已：一个方队
352 人，要求如此精确，难度超乎想
象。感觉到压力的不只是张宏伟，方队
队长于庆明、政委张大勇同样是首次参
加阅兵，受领任务后，两人都感觉“压
力山大”。

整齐划一的步伐源于整齐划一的思
想，要完成艰巨任务，首先要保证思想
上高度统一。经过精心筹划，一场誓师
动员大会正式开启阅兵准备工作。方队
领导在大会上统一官兵思想：“文职人
员首次在阅兵中亮相，展示的是中国特
色强军之路的建设成果，要用习近平强

军思想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方队组建后第一个大项工作——

“阅兵专题教育”随即展开。结合“传承
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方
队领导带头走上讲台，向大家讲述我军
优良传统、解读文职人员政策制度，帮助
队员提高思想认识，坚定信心决心。
“阔步走在长安街上，身处祖国‘心

脏’，近距离感受领袖亲切的目光……”
方队一中队中队长崔志成 2009 年作为
院校方队一员，参加过国庆阅兵，他的
阅兵感受成为触动队员们的生动教材。

队员王勇超因队列基础较差，训练
成绩落后，曾一度想要放弃。单位准备
推荐韩鹏接替他执行阅兵任务。但听完

崔志成的分享后，王勇超被深深打动，
他和韩鹏同时申请留队，两人刻苦训练
弥补弱项短板，最终顺利通过层层考
核，成为正式队员。

原本有些畏难情绪的队员彭辉，参
加完教育后在日记中写道：“阅兵是国
威军威的展示，更是对中华民族凝聚力
向心力的一次检阅，需要我们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万众一心、众
志成城……”

方队还结合教育情况，从“党委统
训、科学施训、基础强训、从严苦训、
以考促训”5个方面制订数十条具体举
措，推动阅兵各项工作落地生根，迈开
阅兵训练的坚实步伐。

思想发动催生精气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