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提高卫生专业人员岗

位实践能力，增强卫勤保障

力量，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

型人才，日前，西部战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广泛开展岗位

练兵活动。图为卫生监督科

副主任医师石胜刚向大家示

范快速检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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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岗前培训

最美身影

人生该如何度过？面对渐行渐远
的青春，李丽用 23 年坚守作了响亮的
回答：奉献的青春最美丽！

坚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刚被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第 967 医院评选表
彰为“心灵天使”的临床心理四科护士
长、文职干部李丽，23年来多次放弃调
岗机会，从桃李年华到不惑之年，一直
坚守精神心理病患护理一线，她说：“坚
守也是一种成就。”

采访时，正赶上李丽参加医院组织
的军事体能考核。3000米考核时，李丽
一路领先，最终以 15分 15秒的成绩夺
得同年龄段组第一名的好成绩。

记者问她为啥跑得这么快？她说，
跑慢了追不上病号。

原来，刚毕业来院工作时，一次
她和一名看护员带几名精神疾病患
者做常规检查，其中一名年轻患者趁
她们带前面患者进入检查室的间隙，
悄悄从楼梯溜走，刚下到一楼就“噔
噔噔”开跑。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感
觉不对劲的李丽立即去追，跑出很
远，终于将患者追上了。气喘吁吁的
患者一屁股坐到地上说：“我跑不过
你，再也不跑了。”

9月的一天下午，她组织患者在篮
球场进行康复训练，听到有人喊“病号
跑了”，她条件反射般地一个冲刺，就将
病号堵了回去。她说，23年来，这样的
“追逐”发生过很多次，一次追病号时摔
倒，她左膝盖半月板损伤。为保持“追
逐”速度，李丽几乎每天坚持夜跑三四
公里，十几年坚持下来，科室没有发生
一起患者成功“逃跑”事件。

让她更有成就感的，是自己创新的
精神心理疾病康复疗法，让一个又一个
患者回归家庭、回归社会。在护理实践
中，李丽发现一些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治
愈出院后，生活工作技能退化。她就尝
试让患者在治疗期间力所能及地参加
劳动、工作和娱乐。在渤海湾畔精神心
理病院区里有一片不大的田园，每当播
种收获的季节，李丽总会组织患者来到
园子，让他们在恢复劳动技能的同时，
享受劳动成果。

治愈出院的小吴告诉记者，入院
的最初几天，他抵触情绪比较大。不
吃饭，李丽就给喂；故意尿床，李丽就
给拆洗晾晒；不跟人说话，李丽就经
常找他聊天。一次，小吴无意中说想
喝牛肉萝卜汤，没想到当天下午李丽
就炖了一大罐带给他，并告诉他，萝
卜是四科的病号兄弟自己种的。小
吴有些不信，晚饭后，李丽带领他和
部分患者，到病房后的一块菜地除

草、松土、浇水、间苗。面对温馨充实
的田园风光，他很快就融入其中，经
过长时间的“农艺疗法”，小吴逐渐振
作起来。

在李丽关怀下振作起来的患者还
有很多，何云就是其中一位。何云是老
革命的后代，七八岁时目睹母亲遭迫害
的情景受到严重刺激，长大后总感觉自
己被人迫害，症状越来越严重，被诊断
为精神分裂症。

2008 年，50 多岁的何云再次患病
入院，就诊于李丽所在的临床心理四
科，成为科里年龄最大的患者。他体质
比较弱，没有成家，平时全靠老母亲照
顾。病发住院后经常自言自语，有时还
打人。李丽对何云格外关心，园子里玉
米熟了，每次都挑选嫩玉米煮给他吃，
定期帮他换洗晾晒衣服和被褥，鼓励他
参加康复训练，监督他按时服药。经过
4年多的治疗，何云出院回家，靠服用药
物就能控制病情。

何云家离医院有几百公里，往返医
院开药很不方便，李丽除了定期打电话
询问何云病情外，还自费帮他邮寄药
品。7年来，何云和老母亲没来医院开
过一次药，但药物从来没断过，何云也
没再发病。

7月中旬，患者小杨的父亲遭遇车
祸。李丽得知情况后，主动去当地医院
看望小杨的父亲。为了让小杨免受刺
激，李丽嘱咐科室医护人员不要让小杨
知道父亲遭遇车祸的事情，并在朋友圈
转发了小杨母亲的援助申请。李丽的
家人朋友纷纷响应，为小杨家献爱心，
就连上高中的女儿知道后，也捐出了自
己攒下的零花钱。

女儿的支持，让她特别欣慰。李丽
说，女儿以前从来不跟别人说妈妈是护
理精神心理疾病患者的护士，对妈妈几
次放弃调换工作感到不理解，没想到自
己的坚守终于赢得了女儿的理解和支
持，也为自己继续坚守增添了信心。

据了解，23 年来，在李丽的倾情
呵护、真情奉献下，近万名精神心理
疾病患者得到好转。她多次被大连
市评为“优秀护士”，被原沈阳军区联
勤部表彰为“优秀文职干部标兵”“十
大优质服务之星”“优秀共产党员”；
2014 年，代表原沈阳军区出席辽宁省
第十次妇女代表大会；荣立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4次。前不久，她又被医院
评为首批“十大标兵”，并被评选表彰
为“心灵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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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同事：
我叫丁朱蕾，是 2019 年战区新录

用文职人员。金秋十月，硕果累累，在
这个丰收的季节里，在新录用文职人员
走进战区伊始，战区党委和首长组织这
期岗前强化培训。能够有机会代表新录
用文职人员在这里发言，我感到十分激
动与自豪，同时也倍感使命光荣、责任
重大。

我出生于军人家庭，祖辈都是军
人，从小受到的教育便充满了军营色
彩，长大后我更是成为一名军嫂。从小

到大，我对军营充满无限向往，接过祖
辈父辈的旗帜，用自己的专业所长服务
军队，对我来说充满了吸引力。经过层
层选拔，如今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军营是一座特殊的大熔炉，我们将
以饱满的热情尽快适应角色转变，用自
己的专业所长奉献国防。对于我而言，
则是从一名军嫂变成一名承载着使命担
当的文职人员，与我的亲密爱人并肩作
战，一起投身改革强军的伟大征程，在
军营里实现人生价值。

我深知，加入文职人员队伍并不是
终点，而是新的开始；既是一种荣耀，
更是一种鞭策。在这里，我代表新录用
文职人员表个态，在今后的学习、工作
和生活中，坚决做到以下四个方面——

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文职人员虽
然不是现役，但也是军队人员的重要组
成部分。我们会严格按照军人标准要求
自己，坚决响应改革强军号召，随时听
从组织的召唤，决心以最快的速度实现
从社会人员到军队人员的角色转变。向
深藏功名、服从大局的时代楷模张富清
等优秀典型学习，切实服从工作大局，
做到勤做事、干实事、求实效。

刻苦学习、严格训练。部队工作有
很多特殊内容，特别是军事知识和体能
训练方面还亟待提高。我们一定会珍惜
每一次机会，认真学习，埋头实干，抓
紧有效时间，集中精力学习训练。同时
多向老同志们请教学习，加快消化吸
收，尽快适应岗位需要。

遵章守纪、严格自律。部队工作纪
律性和保密性强，我们会严格遵守军队
各项纪律规定，一言一行对军队负责、
对自己负责。自觉接受领导和同事们的
监督，服从管理，时刻铭记自己的身
份，做到遵章守纪不放松，严格自律不
违规，充分展示文职人员的良好素质和
形象。

吃苦耐劳、牺牲奉献。未来工作中
肯定会有困难有阻碍，但是我们一定会
牢记今天的誓言，不怕吃苦、排除万
难，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向排雷英雄
杜富国等模范学习，勇于奉献自我。

新岗位 新角色 新使命
■东部战区某保障队翻译室翻译 丁朱蕾

“国庆阅兵”是近期热词，陆军工
程大学通信工程学院某学员大队邀请了
刚从阅兵场归队的参谋张成军作阅兵经
验分享。课上，一张阅兵集训的照片赢
得一片掌声。

画面中是一个身着文职夏常服的背
影，臂膀坚挺，被汗水浸透的衣裳黏在
身上，晒得黝黑的皮肤清晰可见。这是
张成军日常训练中的一幕。

今年 4月初，因各方面素质达标，
学院推荐转改文职人员张成军参加阅兵
集训，出征国庆阅兵。

张成军知道，要出成绩必须下苦功
夫。进入阅兵村后，他从没有完整地休
息过一天，从朝阳初升到夜色如水，他
仿佛安上了发条，向汗水要动作，向时
间要效率，在枯燥单调的训练生活中日
复一日。
“不言苦，不怕累，从不偷懒。

0806号，不错！”身处第八排面第六名
的他经常受到表扬。别人砸地使十分力
他就使十二分，从始至终一丝不苟。七
八月的时节酷暑当头，烈日炎炎，晒红

发烫的皮肤、汗水浸透的衣服、能倒出
水来的皮鞋，这些他早已习以为常。出
操一身汗，收操一身碱，身体代谢过
快，经常出汗虚脱让他的体重骤减。
“其实最难熬的是训练伤。”由于训

练强度大，方队中一些队员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训练伤，张成军也被小腿侧肌肉
拉伤困扰。“那时大家都不敢报病号。”
原来，为达到方队排面的整齐划一，默
契配合是重中之重，一停止训练就很难
再跟上步伐，预备队员将顶替原来的位
子。于是他坚持带伤训练，一趟分列式
下来往往疼得满头是汗。
“有汗水也有泪水，有付出才有收

获。”在方队人员的齐心努力下，阶段
性评比中，文职人员方队获得“徒步方
队优胜红旗”，张成军个人也获得“训
练标兵”的荣誉。

国庆前夜，那个令人激动的夜晚，
张成军难以入眠。171 天的风雨无阻，
171天的咬牙坚持，时间见证了他的付
出，汗水见证了他的努力。

阅兵仪式上，文职人员方队身着

“孔雀蓝”，头顶“文”字帽徽，气宇轩
昂、步伐铿锵地走过天安门广场。张成
军感到无上荣光，也对文职人员的身份
地位、职能使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正
如歌中所唱：“向往着那光荣梦想，我
们在大潮中走进军营；满载着那责任重
托，我们在变革中受领使命。虽然身上
不穿军装，同样也是军中之星；虽然手
中不拿钢枪，也是那无畏的士兵……”

阅兵结束后，当有阅兵标志的大巴
车送大家回营时，道路两旁的群众纷纷
向他们招手。那一刻，荣誉感、成就
感、归属感在张成军心中洋溢。

交流会上，张成军说：“文职岗位
亦是战位，从‘橄榄绿’到‘孔雀
蓝’，身份转变，使命如磐。”灯光下，
他胸前的阅兵勋章和右臂上的方队臂
章，显得格外醒目。

阅兵场上走来的“文职参谋”
■陈 露 于海涛 徐倩文

秋日凉山，略显荒凉。一辆越野
车缓缓驶进村口，四大块村瞬间热闹
起来。

10月 12日，四川省宁南县人武部
政治工作科干事罗方兵来到该县跑马
镇四大块村，不仅给贫困户送去慰问
品，还带来一位农业技术骨干。见到
熟悉的人武部罗干事，乡亲们远远地
就迎了上来。

罗方兵告诉笔者，这是他这个月
第二次来这个结对帮扶村了。

去年底，罗方兵从新疆喀什军分
区某部政治工作科岗位上转改成县人
武部的一名文职人员。由于曾任职于
国防动员系统，他对抓民兵训练、征
兵宣传、精准扶贫等工作很有经验。
“对我来说，就像是换了个环境、换了
个身份而已，还是在部队工作，为部
队服务，其他一切似乎都没变。”罗方
兵笑着说。
“正好有现役转改文职的机会，而

且各类福利待遇和现役干部没什么两
样，所以我没有犹豫，果断选择了这
条路。”转改文职人员近一年来，罗方
兵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如鱼得水，适应
环境快、融入集体快、工作上手快，

开展协调工作更是激发了他的内在潜
力。“与在军分区工作时相比，人武部
工作与地方政府部门打交道比较多，
统筹协调能力也得到进一步锻炼。”细
数工作上的得与失，罗方兵很有感触。

在新疆工作时，罗方兵就曾因开
展精准扶贫和双拥工作突出，被上级
表彰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对开展
扶贫工作，罗方兵有些心得。

宁南县跑马镇四大块村是该人武
部的结对帮扶村。四大块村地处凉山
彝族自治州宁南县东南部，距离县城
110公里，是一个典型的偏远彝族聚居
村落，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是宁南
县自然条件最为艰苦的地方之一。罗
方兵说，虽然这里已经实现了脱贫摘
帽，但还存在产业单一、群众增收致
富难，没有促农增收的长效产业，群
众内生动力不足，村组干部思想观念
仍然有些滞后等问题。
“这个天天坐办公室的年轻人，能

干出啥子名堂嘛！”刚开始，四大块村
的老百姓心里也嘀咕，这个新面孔能
为他们做什么呢？

罗方兵这样描述初到该村的情
景：“和群众沟通难，特别是当地有
些彝族女同胞，看到生人就跑。”通
过进村入户、实地走访，罗方兵发现
这个村地处高寒山区，靠种植玉米、
洋芋等传统产业，远远不能满足村民
致富需求。

为了找到一条能切实助力当地群
众致富的长远之路，罗方兵逐户走
访调研，理清工作思路，寻找适合
当地发展的产业。经过反复考察并
与镇村干部磋商，罗方兵发现这里
适合种植红花椒。回到人武部后，
他详细撰写调研报告，及时将这一
情况汇报给人武部党委，并很快得
到上级批准。
“因地制宜开展精准扶贫，有利于

提升扶贫质效，帮助贫困户脱贫增
收。”为说服村民，他带人挨家挨户做
宣传鼓动，请来农业种植技术骨干开
展技术讲座。慢慢地，村民被打动
了，家门打开了，心扉也敞开了。

建档立卡贫困户按打次次，是该
村众多红花椒种植户之一。以往种植
红花椒几个年头了，却没能给他家带
来多少实际收入。面对这一问题，罗
方兵深入农户采集数据，反复比对分
析，发现管理水平落后是限制该村红
花椒产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为此，罗
方兵专门邀请相关农业技术公司的专
家到该村开展红花椒种植管理现场培
训，受训人数达到 300 余人，种植管
理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红花椒种植培训让我们收获很

大，他们怎么教的，我们就怎么做，
今年我家收了 700 多斤干红花椒，比
前几年至少翻了一番。”按打次次兴
奋地对笔者说。

四川省宁南县人武部转改文职人员罗方兵

愿做扶贫领头雁
■张凌洁 本报特约通讯员 胡 铮

逐梦之旅

编者按 东部战区日前组织2019年

新录用文职人员强化培训，通过组织

学员研读习主席重要讲话、参观党史

军史馆、到雨花台烈士陵园祭奠宣誓

等活动，铸牢思想根基。培训结束

时，战区某保障队文职人员丁朱蕾围

绕“适应新岗位新角色，履行新职能

新使命”主题，代表新录用人员发

言，表达了一名新入职文职人员服务

军队、奉献国防的心声，在所属部队

引起较大反响。这里刊登丁朱蕾的发

言，以期与新入职文职人员共勉。

阅兵热情激发练兵动力。陆军军事交通学院4名文职人员从阅兵场归队，征尘未洗便扎进训练场指导学员训练，把阅

兵训练标准融入执教训练，砥砺学员当尖刀打头阵。图为阅兵归来的该院基础部军事教研室讲师翟相秋（中），正在给学员

示范队列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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