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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薛利军、特约记者李永飞
报道：春节刚过，刚刚当选中国工程院
院士的火箭军某研究院研究员肖龙旭、
李贤玉，就带领创新团队围绕重点项目
展开攻关。和他们一样，火箭军一批科
技领军人才、高水平创新团队等“科研
先锋”，成为推动部队战略转型、提升实
战能力的有力支撑。

近年来，火箭军党委坚持把高层次
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作为科研创新的关
键因素，建立完善选、用、管、留等配套
机制，不断优化创新型科技人才结构，

让人才根系更加发达，一茬接一茬茁壮
成长。

火箭军党委出台《院士培养工程实
施办法》，科学构建人才梯次结构，加快
领军拔尖人才培养，加大高水平创新团
队扶持，加强中青年科技骨干锤炼。科
研院所因地制宜推进“高端创新人才集
聚战略工程”“青年人才个性化培养”等
工作，院士后备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学
科拔尖人才、青年创新人才、作战技术
支持人才不断涌现。

为打造科研人才“高峰”，火箭军与

60 多个国家重点科研机构、科研创新
基地、科技创新工作站等建立协作机
制，依托重大科研项目帮带育才；聘请
70 余名院士担任“带教导师”，对重点
培养对象实施精准帮带；每年依托知名
高校举办“战略前沿技术研修班”，锤炼
提升科研人才创新能力。

围绕战略规划、力量运用、装备建
设等重难点问题，火箭军坚持在“研究
打仗、服务打仗”的创新实践中培育人
才，在重大演训任务、试验发射一线摔
打磨砺人才，锻造攻坚克难、引领发展

的战略科技力量。一批批优秀青年科
技人才，在重大军事任务、重点科研项
目等平台历练成长。

在前不久召开的火箭军战略转
型和科技创新推进会上，记者了解到
这样一组数据：火箭军部队先后有 20
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60 余
人被确定为全军领军拔尖人才培养
对象，20 人获中国科协“求是”奖。一
批练兵备战科研成果在全国全军获
奖，成为提升火箭军战略能力的“助
推器”。

紧盯战场聚才 军地携手育才 备战一线砺才

探索建立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使用机制 宣传工作历来都是我们党一项极

其重要的工作，是党领导人民不断夺

取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优良传统和

政治优势。当前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斗

争形势严峻复杂，更需打好宣传主动

仗，为赢得胜利凝聚共识、鼓舞斗志、

形成合力，提供强大舆论支撑。

无知而无惧，知而惧，深知而不

惧。做好防疫宣传舆论工作，首先要

解决“无知”的问题，让官兵深刻认识

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性复杂性，进

而提高心理警惕和自身防护意识，摒

弃“无关紧要”的麻痹思想。要通过全

面细致的科普解读，引导官兵科学了

解病毒传染的规律，认识到疫情一时

蔓延、病患一时增加都是正常现象，

“拐点”必然来临，及时帮助官兵树立

必胜信念。

“不惧”不是目的，关键在于提振

士气。党和国家在非常时期的非常举

措，必然是集智议决的优选方案，广大

官兵要从思想上高度认同，更加自觉

地科学防御，理解并坚决执行一系列

严格的防疫举措，在阻击疫情的战斗

中冲锋在前、全力以赴。

三人成虎，众口铄金。面对社交

网络鱼龙混杂的疫情信息，基层官兵

有时难辨真伪，人云亦云。对此，一方

面应及时教育官兵以国家权威部门声

音为主要信息来源，加强政策措施宣

传解读，引导官兵正确理性看待疫情，

持续振奋精神、凝聚力量；另一方面应

强力发声，及时辟谣、澄清事实，特别

是对别有用心造谣蛊惑、制造恐慌的

错误信息，要旗帜鲜明地坚决批驳，最

大限度地激浊扬清，为疫情防控创造

良好的舆论环境。

基层部队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同时，必须把宣传教育工作做实做

细。各级单位主官要切实增强主体

意识和责任意识，自觉当好疫情防控

的宣传员、战斗员、监督员，有力有效

引导官兵增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信心，与全国人民并肩奋战，共克

时艰。

（作者单位：78156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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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北国边疆，银装素裹。近日，北部战
区陆军某边防旅组织所属后勤分队，在
零下 20多摄氏度的严寒条件下开展实
兵综合保障演练。
“此次演练要素全、强度大，人员、装

备参演率为历年最高。”该旅领导告诉记
者，演练期间风雪肆虐、“险情”不断，对
指挥员应变能力和“人装”结合效能提出
了严峻挑战。

记者登上一辆运输车随队出动，注
意到一个细节：靠近驾驶员张会旺的车
窗留出了一丝缝隙。张会旺告诉记者，
这是为了尽量减小车内外的温差，防止
挡风玻璃结霜影响视线。说话间，对讲
机中传来导调组指令：“前方炮火封锁。”
张会旺迅速换挡提速，巧妙利用炮火间
隙，快速穿越炮火封锁区。
“风暴侵袭，就地宿营，执行 2号通

信预案。”刚刚处置完“车辆趴窝”“敌无
人机侦察”等特情，指挥组还未歇口气，
又接到新的指令。

记者在现场看到，警卫工化连副连

长陈海波就地利用积雪堆制沙盘，周围
地形一目了然；警戒哨迅速前出占领制
高点，加强观察警戒；有线通信兵顶着寒
风，穿梭在各要素之间，确保“中枢神经”
畅通……现场一名导调参谋说，演练多
课目连贯作业，参演官兵与天气和“敌
情”展开双重较量，既锤炼打仗本领，又
砥砺战斗精神。
“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午夜时

分，左翼友军发来求援信号：补给物资遭
“敌”损毁，请求支援。指挥长梁海军迅
速组织研究战场态势，快速定下保障决
心。调配物资、规划路线……在灯火管
制的情况下，运输分队摸黑行进，将物资
精准送达指定地域。
“部队地处寒区，就要把‘指挥旗’立

在寒区，越冷越要练。”前不久，该旅党委
一班人召开军事训练形势分析会，一致
感到必须从难从严，构设逼真战场环境，
加强针对性适应性训练，提高训练实战
化水平。
“野战加油流程不够规范”“撤离

宿营地，雪洞掩埋不彻底”……演练刚
结束，复盘检讨就地展开，导调员、指
挥员一针见血地指出多个与实战要求
不符的问题。列出问题清单，探索解
决办法，下一场演练在该旅官兵心头
悄然酝酿……

-20℃，后勤分队战风雪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严寒条件下实兵

综合保障演练目击
■张东丹 本报记者 宋子洵

本报讯 陆文山、曾权报道：日
前，新疆军区某团组织 20余名基层党
支部书记紧贴党务工作和岗位需要进
行集训，引导大家在思想碰撞、交流借
鉴中开阔思路、提升能力。该团领导
说，他们紧盯新形势新要求，坚持源头
培养与定期集训相结合，常态化开展
基层党支部书记培训，不断提升基层

党支部书记队伍能力素质。
去年，该团调研发现，个别基层党

支部作用发挥不明显，少数党支部书
记存在重业务轻党务、党务工作程序
不规范等问题。该团党委一班人在深
入学习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精神后
深刻认识到，保持基层建设的正确方
向，提高练兵备战水平，必须锻造能力

素质过硬的基层党支部书记队伍。他
们研究制订《基层党支部书记培训方
案》，安排团党委常委、机关和基层优
秀党务工作者轮流登台授课。

扶上马更要送一程。他们紧贴任
职实际加强分类指导，按照“逢用必
训、先训后用”的原则，组织新任基层
党支部书记集中开展党务知识学习，

切实让他们掌握基本程序，夯实基本
能力；对任职一年以上的基层党支部
书记，制订培训目标规划，在保证培训
经常化、制度化的基础上，着力提升其
实际工作能力。该团机关业务部门还
与各基层党支部挂钩，结合野外驻训、
重大演习、检查调研等时机，瞄准问题
进行面对面指导、手把手帮带。

建强书记队伍，巩固战斗堡垒。
该团步兵三营机枪连指导员沈光耀原
本是一名作训参谋，经过两次基层党
支部书记培训后，成为一名军事训练
和党务工作“双过硬”的基层指导员。
他带领基础薄弱的连队打了翻身仗。
2019 年底，他所在连队党支部被上级
评为“先进基层党支部”。

新疆军区某团常态开展基层党支部书记培训

坚持逢用必训先训后用

本报讯 陈朴、特约记者童祖静报
道：组织建设跟着任务走、党课教育坚
持动中抓、党员监督进行常态评……
近日，第 72集团军某旅开展基层党建
工作研讨活动，探索总结的一批新做
法得到推广。该旅贯彻落实中央军
委基层建设会议精神，紧贴未来战场
需求抓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善动散条
件下落实机制，确保基层党组织向练

兵备战聚焦。
“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基层的

‘神经末梢’，担负着建设和掌握基层
部队的重要责任，锻造能打仗、打胜
仗的过硬基层，必须结合练兵备战实
践充分发挥党组织功能。”该旅领导
告诉记者，随着改革调整不断深入，
基层营连日常运行状态发生深刻变
化，处在动散条件下的时间越来越

多，对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提出了更
高要求。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召
开后，他们结合会议精神，制订完善
了《基层党组织职能发挥运行规范》，
按照“哪里有任务，哪里就有党组织
和党员”的原则，用图表清单对基层
党组织的使命职责、工作流程进行细
化和规范。

为确保部队形散而神聚，该旅结

合当前任务需要，及时调整组建临时
党支部，采取融合、嵌入等方法动中落
实组织制度，设立“帐篷党小组会”，开
设“流动党团课堂”，确保人人都在组
织中。他们还注重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在任务一线创建“示范岗”“突击
队”，要求任务推进到哪里，党员骨干
就奋战在哪里。他们完善营党委作战
指挥决策机制，合理区分战时党委会
和作战会的决定事项，有效提升营党
委战时决策指挥水平。

组织坚强有力，为练兵备战提供
了有力保证。前不久，该旅作战支援
营多个分队参加集团军比武考核。出
征前，该营党员骨干纷纷立下“军令
状”，在比武中带头攻坚克难，该营最
终摘得多个课目冠军。

第72集团军某旅聚焦备战打造坚强战斗堡垒

完善动散条件下落实机制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精神

前不久，记者走进军事科学院勤务
保障大队警卫勤务队文化活动室，一场
“品家书”活动正在进行。

“爸，儿子已经按照您的愿望穿上了
军装，可是您却没有机会亲眼看见……我
要刻苦训练，用军功章告慰您。”活动现
场，一名肤色黝黑的列兵正在分享家书。
“他叫郑立国，入伍不久父亲就因病

去世……”班长张登正说，为帮助郑立国
打开心结，连队干部经常鼓励他以写信
的方式，敞开心扉表达心中的情感，如今
郑立国已经基本走出了心理阴影。
“亲爱的爷爷，算上我，咱家祖孙

四代都有人参军。参军报国的‘基
因’，早已融进咱们家的血液里。”郑立
国读罢家书后，一名身材高大的上等
兵登上讲台。

战士徐凯旋介绍说：“这是王贺雨。
他的爷爷是一位老兵，家里世代从军，他
的身上有股子硬劲、拼劲。”

“刚下连时，他可不是这样。”指导员
谢孟星告诉记者，刚入伍时，王贺雨发现
勤务保障大队每天的工作就是训练、站
岗、巡逻“三班倒”，跟想象中的军营生活
完全不一样。时间一长，他便产生了失
落感，工作提不起劲。
“王贺雨的情况在官兵中并非个

例。”谢孟星介绍，针对这种情况，连队专
门邀请奋战在科研一线的专家学者与官
兵分享家书，讲述他们“板凳甘坐十年
冷”的科研历程，让官兵明白“在岗爱岗、
敬业奉献”的道理。
“爷爷，我向您保证：我的工作无差

错、我的岗位请放心！”王贺雨的话语铿
锵有力。

一名战士一封信，一封家书一份
情。该大队领导告诉记者，接下来，他们
准备将官兵的家书作为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的鲜活教材，激励大家在本职岗位上
建功立业。

一封家书一份情
■本报记者 邵龙飞 特约记者 段 华 通讯员 师清童

春节过后，全军各部队组织训练

演练，迅速掀起练兵备战热潮。

蜜2月4日，第72集团军某旅官
兵进行障碍训练。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文举摄

蜜2月6日，空降兵某旅利用大雪
天气，组织战斗体能等课目训练，锤炼

官兵战斗意志。

刘冰冰摄

蜜2月12日，武警安徽总队合肥
支队开展攀登训练。

特约记者 徐 伟摄

火箭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