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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朋友，“文职方阵”版

自2017年诞生以来，一路学习、一路

成长。这块版面承载着广大读者和

作者的信任，全军广大文职人员的关

切与期待，也承载着编辑人员的使命

与担当。站在新年的门槛上，回望过

去，我们满怀感激；展望未来，我们信

心满怀。

天地之功不可仓卒，艰难之业当

累日月。2019年，军队文职人员制

度改革实现了许多“首次”：首次面向

社会公开招考专业技能岗位文职人

员，文职人员方队首次亮相阅兵场，

首次组织现役士兵转改文职人员工

作，首次开展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

人员补充录用工作……这一个个“首

次”，见证了文职人员制度改革纵深

推进的过程。

新年度新面貌，今年我们将继续

跟随文职人员制度改革的脉动，全方

位、多角度、宽领域报道文职人员工

作新进展，宣传军委大政方针，为改

革强军鼓与呼；将继续秉持贴近文职

人员、服务文职人员的宗旨，着力打

造广大文职人员强军兴军、干事创业

的精神家园和温馨和谐、写意抒怀的

心灵港湾。

我们将继续做好“讲述者”，以

“最美身影”“我的文职情”“与军人同

行”“家国情怀”等专栏为阵地，讲好

小故事，说清大道理，激励文职人员

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我们将继续做好“记录者”，以

“逐梦之旅”“创优龙虎榜”等专栏为

阵地，通过多元化视角刻画文职战线

各专业岗位涌现出的个人典型和团

队典型；

我们将继续做好“服务者”，以

“热点沙龙”等专栏为阵地，进行政策

解读、话题讨论，以故事带体会，探讨

文职思想动态和发展方向；

我们将继续做好“引导者”，以

“改革潮头”“谈文论武”“队伍抓建”

“一线见闻”等专栏为阵地，紧扣时代

脉搏，研究文职人员工作特点规律、

经验做法。

新年度，我们在保持原有特色栏

目的基础上，将推出以下新栏目或新

话题：

“热点沙龙”专栏设置“我的新年

度梦想”话题。在实现中国梦强军梦

的征程上，文职人员也无时无刻不在

勾画着自己的梦想。正是许许多多

的“个人梦”，让强军梦变得坚实宏

大。我们愿做梦想的聆听者，欢迎广

大文职人员畅谈新年度梦想。

为大力配合全军第三批公开招

考文职人员工作，招考期间拟在“热

点沙龙”专栏设置“公开招考，你准备

好了吗”等话题，邀请已入职的优秀

文职人员畅谈参加笔试、面试的经验

技巧。

择机开设“权威解答”专栏，重点

围绕广大文职人员普遍关心的身份

地位、待遇保障、创业舞台、职业发

展、职能使命、表彰奖励、培训考核、

教育管理、权利义务等问题，进行答

疑解惑。

开设“文职长镜头”专栏，主要

刊登各单位推行的具有指导借鉴

意义的思路动作、经验做法；刊登

文职战线业务骨干立足本职工作

撰写的富有真知灼见的深度思考

或调研报告。

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力量。
2019年，我实现了获得国家自然科

学奖的梦想。2020年，我的梦想就是做
好这项科研成果的转化，为提升部队战
斗力贡献力量。

测算武器装备的真实寿命一直是
困扰产用双方的难题。15年前，我在国
家教学名师胡昌华教授的指导下，把研
究方向锁定在装备故障和寿命预测的

公共难题上。
梦想是美好的，道路是曲折的。几

年间，我走访 10余家研究所、厂家、导弹
部队，采集了 60余套设备 20多年的测
试数据。为有效甄别海量数据并建立
科学算法，我每周工作 70多个小时，在
一次次失败中寻找正解。

一次，为了解决某重大课题难关，
我反复试验，查阅大量资料，但始终

没有头绪。后来，我在清华大学图书
馆翻到一篇相关论文，从中获得灵
感，终于一举攻破了这道难关。该成
果引发国际上大量学者跟进研究，实
现了火箭军基础研究领域重大历史突
破。

板凳甘坐十年冷。近年来，我原创
性提出的预测装备寿命的相关理论与
技术，突破了武器装备寿命预测、延长

的理论和技术瓶颈，被国际权威学者评
价为“该领域的里程碑”。

2018 年军队改革，我脱下军装，换
上“孔雀蓝”，成为首批现役干部转改
文职人员，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
攻关中。如今，这项成果能够依据装
备既往测试数据，精准预测后续使用
寿命，预判发生故障时间和部位，同
时，在辅助作战指挥决策等方面具有
广阔应用前景，2019 年获得国家自然
科学奖二等奖。

因为梦想，所以奋力前行；因为责
任，所以义无反顾。这些年来，我先后
被破格评为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
入选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获得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被评为火
箭军“十大砺剑尖兵”，荣立二等功。面
对荣誉，我更看重让科研对接实战，让
成果直通战场。

首批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员司小胜—

让科研成果助力神剑腾飞

梦想是每个人奋斗的目标和动力，
有了梦想，人们才会找到人生的意义。
如果说，报考军队文职人员是我 2019年
做出的最重要的抉择，那么 2020年，我
的梦想就是尽快通过试讲这道关口，早
日登上三尺讲台。

因视力问题，当年我未能从军入
伍。2018年 4月，从西北工业大学计算
数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我应聘到某公

司，成为一名大数据工程师。正当我打
算全力投身第一份工作时，不经意看到
了军队面向社会招聘文职人员的公告，
内心深处的军旅梦想芽苗重新焕发出
热烈的渴望。

我顾不上与家人商量便报了名。
工作之余，我把几乎全部时间都用来复
习。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是为了心中
的梦想，我却不觉疲倦。

当顺利通过笔试面试后，父母却表
现出对我更换工作的不理解。出于不希
望父母担忧的考虑，最终，我放弃了后面
环节。

梦碎不可怕，可怕的是宝贵机会
被自己挥霍。接下来的日子我始终难
以释怀，直到 2019 年军队文职人员招
聘公告发布时，我再次萌生报考念
头。这一次，从复习准备开始，我就不

断与父母沟通，给他们讲解文职人员
政策和文职人员在军队中的重要作
用，同时也向他们诉说我向往已久的
军旅梦。经过反复沟通，父母终于理
解并支持我的决定。

在父母的支持下，我再次报名火
箭军工程大学，并最终成为该校基础
部文职教员。入职后，教研室同事们
的真诚和热情让我倍感温暖。面对同
事们教学比武、数学建模的获奖成
果，大家的敬业和优秀又让我感到压
力。

新年新岗新气象。2020 年，我希
望从练出一手漂亮的板书做起，认真
改好每一份作业，清晰解答学员的每
一个疑问，向身边的优秀同事学习讲
课技巧，尽快通过教学关，登上三尺
讲台。
（张德赟、特约记者钟福明整理）

公开招考新聘文职人员郭志文—

期盼尽快登上三尺讲台

作为一名文职教员，我已在军校度
过了 8个春秋。站在 2020年的门槛上，
我的梦想就是带领学员们积极备战，登
上华语辩论世界杯的舞台。

2016 年深冬，学校一年一度的“砺
剑杯”辩论赛结束后，几个学员感慨：若
能在更大的平台历练就好了。说者无
意，听者有心。我默默记下了他们渴望
走出校门登台比赛的愿望。

第二年，经过多方联系，我终于找
到了机会——第二届“蛰鸣杯”陕西赛
区辩论赛。那时学校还没有成立正式
辩论队，我把在学校辩论赛中表现出
色的辩手集合起来，组成临时队伍进
行备战。

备战的那段时间，我们一起看过凌
晨校园的星空，一起搭乘过横贯整个西
安城区的公交车，一起经历过等待成绩

的焦灼……最终，我们从 20多所军地院
校中脱颖而出夺得冠军。首战首捷极
大地鼓舞了学员们的士气。

之后几年，我们积极参加比赛，联
合军地院校，举办了两届“联合杯”军地
大学生巡回辩论赛。

每一道辩题都是一个热点问题，牵
引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因此对我来说，
辩论从来不是舌灿莲花、伶牙俐齿，而

是面对问题深入思考，通过辩论思维碰
撞，用严谨的逻辑讲出道理，以理服人；
用鲜活的事例辅助论点，以情感人。

是自己参赛获奖重要，还是带领
学员成长重要？作为大学教员，我经
常面对这样的困惑。有人说，如果我
把投入辩论队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打造
精品课、参加上级的教学比赛等活动
中，应该能取得不错的成绩。但每当
听到曾经的辩论队队员到基层后被评
为优秀“四会”政治教员时，每当学员
从四面八方发来节日短信祝福时，我
觉得学员的成长和认可才是为人师者
的最大快乐。

梦想的实现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
是为了梦想一直努力。为了取得更好
成绩，我会带领学员不懈努力，在备战
大赛中精武强能，更好地为强军事业作
贡献。

社会招聘考核纳编文职人员崔金静—

在备战大赛中精武强能

我的新年度梦想
—倾听火箭军工程大学文职人员畅谈新年心声

为进一步检验极寒条件下卫

勤保障能力，武警黑龙江总队在

新兵野营拉练途中实施卫勤力量

全程伴随保障。医务人员巡诊到

一线，精心做好防关节扭伤、防冻

伤和防感冒等卫生防病工作。图

为该院文职医师陈晓佳为官兵处

置伤情。

山立华摄

今天，我带着父亲的遗愿，走进他生
前挚爱的海军部队，成为海军某试验训
练区一名新入职的文职人员。

父亲叫张召奎，生前是海军某试验
训练区高级工程师。在距离 55 岁退休
还有 54天时，他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
用生命践行了自己“活着就在战雷旁，倒
就倒在岗位上”的军旅誓言。

在我的记忆中，作为海军水中兵器试
验领域专家的父亲，37年军旅生涯几乎每
天都在加班。父亲病逝后，我在他的日记
本上发现他写道：强军就是一场急行军，慢
不得更等不得。为此，他像一头拓荒牛，为
试验鉴定事业砥砺奋进，直至生命的最后
一息。

生活中，我敬佩他是铁骨铮铮的汉
子。从小，他就教我做人必须自强自立，
自己的事自己干。我大学毕业后找工作，
连续投出几份简历都石沉大海。一位在
军工单位工作的父亲昔日战友得知消息
后，主动打电话询问是否需要帮助，被他
一口谢绝。

父亲身患的多发性骨髓瘤经常让他
疼得咬紧牙关，双手死死攥着床栏，浑身
大汗淋漓。我一个劲儿地劝他：“爸，忍不
住就喊出来吧！”可他就是一声不吭。我

要喊医生，他却吃力地说：“别麻烦医生，
这病本来就是这样，忍忍就过去了。”父亲
一辈子不怨天尤人、不麻烦别人，即便在
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是这样。

病中，他真正关心的还是有关试验环
境的研究课题。住院期间，他到书店购买
了若干业务书籍，把病房当实验场，继续
科研攻关。病情恶化后，坐不了，他就靠
在床头看书；靠不住了，他便忍受着巨大
痛苦躺着读书……离世前 89天，他指导
单位同事和所带学生解决了3项某水中兵
器试验技术难题，提出了 20多条意见建
议。弥留之际，他向家人交代：“遗体就地
火化，后事从简，不给组织添麻烦……”

母亲告诉我，父亲一生最荣耀的就
是穿上了军装，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没
能看到我穿上军装。于是，没有报考军
校的我暗下决心，找机会回到父亲曾经
战斗过的地方，实现他的夙愿。

经过严格的层层考核，我顺利入职海
军某试验训练区，成为计算机与测控软件
研究室的一名文职人员。“把水中兵器试
验鉴定当作毕生追求，一生只忙这一件
事，并把这件事做到极致！”父亲用生命践
行的这句话，也会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
今天，我终于站在了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
方，携手他曾经并肩奋战的战友们，我郑
重明志：愿追随父亲如山的背影！
（记者陈国全、特约记者侯文泽整

理）

追随父亲
如山的背影

■海军某试验训练区文职人员 张骁骏

我的文职情

“你家属就业安置的事情有着落
了，再也不用为家属的事发愁了！”2019
年底，广西桂林秀峰区人武部现役干部
转改文职人员郁建伟，意外地接到了警
备区政治工作处干事陈李俊打来的电
话。

本以为自己转改文职人员退出现
役后，家属就业安置的事就搁浅了，没
想到家属还能享受和现役军人随军家
属就业安置同等的政策待遇。郁建伟
喜出望外，更加坚定了在文职岗位继续
建功军营的信心。

这份惊喜，来源于驻地政府释放的
一个惠军红利。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展开后，广
西驻军部队调整面大，官兵转业退役
安置、子女转学就读、家属随迁就业
等现实问题随之而来。制定相关政
策措施，解决好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
员工作生活中遇到的突出矛盾和现
实困难，对吸引和集聚优秀部队人
才、提高军事人力资源开发使用效益
具有重要意义。
“我舍不得绿色军营，想着转改文

职人员后可以长期在部队干，继续为部
队作贡献，但家庭的实际困难摆在眼
前。”交流转改文职人员黄林贵无奈地
说，从原某集团军干部转改到广西恭城
瑶族自治县人武部任职后，原本随军的
妻子，难以通过定向招聘就业。这成为
黄林贵的一块心病。

2019 年 11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召
开党委常委议军会，其中一个议题，就
是研究解决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员家
属就业安置问题。“现役干部转改文职
人员投身强军事业的志向不变，要切
实拿出支持改革强军的政策，全力解
决好他们的后顾之忧。”

为此，军地联合制定下发《关于明
确改革期间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员家
属就业安置政策待遇的通知》，明确改
革期间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员的家属
就业安置，享受现役军人随军家属就业
安置政策待遇。他们还针对现役干部
转改文职人员的子女教育优待问题，联
合下发文件，明确改革期间现役干部转
改文职人员的子女教育，与现役军人子
女同等对待。通过这些举措，确保现役

干部转改文职人员转改前后，待遇水平
不降、优待不变。
“支持军队改革，关键是要落到实

处。我们要切实拿出好政策，把这件
事办好。”议军会后，广西各地积极落
实会议精神，认真研究解决现役干部
转改文职人员的家属就业安置等重难
点问题。此举极大激发了现役干部转
改文职人员安心本职、建功立业的积
极性。

如今，广西各地市纷纷结合自身
实际落实好各项拥军政策，将享受乘
坐火车、长途汽车以及民航班机等交
通工具时优先购票、优先乘车或登机
等拥军服务，拓展覆盖至全体现役干
部转改文职人员。桂林雁山区人武部
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员阳美元说：“这
些暖心举措，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和决
心。我将一如既往，续写‘转身’后的
华丽篇章。”

广西军地携手

落实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员优待措施
■本报记者 陈典宏 特约记者 冯 强 通讯员 覃强兴

文职长镜头

致 读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