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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前哨

Mark军营

指导员之家

微议录

“新战士家庭情况材料，明天下
班前务必上交！”挂掉机关的电话通
知，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四
站连文书周企新一声长叹：“要得这
么急，又得熬通宵了！”

这一幕，恰好被正在连队蹲点住班
的一名场站领导撞见。他发现，机关
“今天发通知明天要材料”的类似现象
并不鲜见，基层官兵对此颇有怨言。有
基层干部直言不讳地说：“一天 24 小
时，人手就这么多，机关布置工作催得
紧、要得急，常使基层疲于应付。”

场站党委根据即时反馈的情况，
结合场站领导挂钩单位分头组织调
查，发现机关存在随意“赶工期”的
情况，不少官兵认为机关工作安排
不合理，缺乏科学统筹，而且催得
紧、要得急，不仅造成了基层精力和
时间的损耗，有时逼得没办法就只
能弄虚作假。

针对这个问题，该场站组织了机
关民主恳谈会，当面锣、对面鼓地加以
解决。会上，一位机关干部有些无奈
地表示：“机关事情多、人员少、任务
重，许多工作必须打提前量，如果不督
促基层往前赶，一旦发现问题我们都
没反应和处理的时间。”
“归根结底还是一级不放心一级，

造成机关乱忙上下奔波、基层忙乱疲
于应对。”民主恳谈会上，该场站政委
苑晓明一针见血地指出，“抓工作落实
要有个过程，节奏过快则效果不佳，
‘今天发通知明天要材料’的做法必须
叫停。”

场站党委以深化专题学习教育为
抓手，组织全体机关干部自我剖析在
落实工作中存在的作风不实行为，制
订整改计划，做出限期整改承诺，并安
排专人跟踪问效，坚持纠治到底。

他们专门组织问卷调查，听取官
兵对机关“依法从严治军、狠抓工作落
实”方面存在问题的反映，对改进作
风、抓建基层的意见建议，收集整理出
3类 60 项官兵反映最突出、基层最急
需解决的问题。

与此同时，他们还研究制订《党
委整改问题清单》和《为基层办实事

清单》，严格规范机关工作秩序，明
确规定“布置工作严格按照计划走，
确需更改必须经分管领导同意”，确
保工作落实正规有序，责任落实层
层压紧。

前不久，该场站交班会刚刚结束，
就有基层主官高兴地告诉笔者：“现在
机关安排工作给基层预留了抓落实的
时间，‘今天发通知明天要材料’的事
再也没有发生过了。”

今天发通知明天要材料，叫停
■余彬彬 本报特约通讯员 段宴兵

潜 望 镜

少数机关干部抓落实随意加任务、

提指标、赶时限，把所有压力都传导在执

行末端的基层官兵身上，不讲科学地要

求立等可取，结果逼得基层只能工作造

假、材料注水。官兵们对此深恶痛绝。

抓一项工作，适当往前赶无可厚

非，但不考虑基层的实际情况和承受

能力，没有一定的时间、条件作保证，

必然难以取得预期效果，甚至还会适

得其反，轻则扰乱基层秩序，重则搞坏

基层风气。

1961年，罗荣桓元帅在全军政治

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给连队留有余

地，不要满打满算，不要把时间铺得满

满的。”领导机关在抓建基层过程中，

要防止层层加码，注重时间更要注重

实效，切忌随意“赶工”。

一味“赶工期”，看似争分夺秒，实则

缺乏法治思维。新体制下，如果再沿用

过去那一套急功近利、官僚十足的做派

抓落实，必然出现不提前就干不完、干不

好工作的现象。新时代抓建基层，领导

机关必须更新理念、改变观念，摸索新的

抓建规律，运用好法治方式和科学手段。

抓工作切忌随意“赶工”
■张科进

“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是全面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
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解说词
娓娓道来，VR镜头中的纪念馆现场徐
徐展开，战士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
仿如身临其境。

我在连队组织的这场“红色场馆进
课堂”活动，源于官兵不经意的抱怨。
一次教育课的间隙，有名战士在交谈时
说：“每年主题教育活动都要组织参观
驻地红色场馆，今年因这场突如其来的
疫情泡汤了，真遗憾！”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想，既然
不能去现场，何不利用现代科技把红色
场馆搬进课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房地产行业推出“VR看房”“网上购
房”，我们教育课也完全可以借鉴这种
方式。

说干就干，我一边联系驻地几家红
色场馆收集相关资料，一边带着连队几
名同志利用业余时间制作 VR 视频。
几番捣鼓，一堂“缅怀革命先烈，继承革
命传统”的VR课新鲜出炉。

列兵刘国睿通过 VR 镜头参观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后，他在体会交
流里写道：“当看到日本侵略者惨绝人
寰的暴行这部分展览时，我的眼泪止不
住往下流，更加坚定了献身强军实践的
信念，我们绝不能让悲剧重演。”

足不出户参观红色场馆，提升了
主题教育效果，砥砺了全连官兵的使
命初心，大家更加自觉地投身到练兵
备战之中。在前不久的旅侦察分队
比武中，我连侦察排技压群雄，夺得
桂冠。

（陈佩琪、封殿滨整理）

把红色场馆搬进连队课堂
■第82集团军某旅支援保障连指导员 赵汉生

“刚点的菠萝饭这么快就吃到了，炊
事班工作效率真高！”国庆长假期间，北京
卫戍区某团警卫连的新战士小吴高兴地
说，连队的“心愿食谱”让他尝到了家乡味
道，缓解了思乡之情，增添了练兵动力。

新战士入营后，该连新训干部骨干
发现一些同志食欲不振、精神不佳，便特
意留心观察。晚上查铺，排长李雪健发
现新兵小吴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经
询问才知道他想家了。小吴告诉他，自
己很快就要第一次在部队过生日了，以
前过生日时，妈妈都会做上一大桌他爱
吃的家乡菜，一想到今年吃不着就有些
难过。

为了安慰小吴，李雪健让他把想
吃的菜写下来。“‘外婆菜’是个什么

菜？”李雪健看着小吴写的菜名愣了
神，便去问司务长杨列宁。“这个我听
说过，就是材料比较复杂，还得腌
制。”得知小吴要过生日，杨列宁立即
带着炊事班准备相关菜品，第二天便
将小吴想吃的菜做了出来。看到这
一幕，小吴感动得哗哗淌泪。

这件小事也启发了支部一班人：新
战士普遍比较思念家乡,能否在饮食上
下点功夫？为此，他们决定每周五班务
会后下发“心愿食谱”，让每名新战士有
机会点一道自己爱吃的家乡菜，炊事班
将在下一周分批满足大家的心愿。

远离家乡也能吃到家乡菜！新战
士们慢慢适应了新环境，思想更加稳
定，训练热情越来越高。

“心愿食谱”帮新战士适应新环境
■徐 天 李 鑫 任发源

编后

深秋拂晓，苏北沿海某机场引擎轰
鸣，第 71集团军某旅多架直升机加速
起飞，向海上预定空域机动飞行，一场
舰机协同保障演练就此展开。
“岛上有 3名重伤员，急需转运后

送！”海上飞行途中，编队机长汪文接
到塔台指令，随即调整航线，带领编队
向目标位置扑去。

抵达目标岛屿上空，汪文下令解散
编队，由攻击直升机临空警戒，运输直
升机迅速选址降落。完成伤员搭载后，
飞行员操纵直升机再次起飞，直奔海上
中继平台。

与陆地飞行不同，海上风向多变、
风力较大，加之舰船受涌浪影响摇摆不
定，让飞行员精准着舰难上加难。飞行
中，机组成员密切协同配合，克服速度
不易控制、状态判断不准、操纵难度大
等技术难点，及时调整飞行姿态，确保
海上飞行安全。

10千米、5千米……随着直升机距
离舰船越来越近，偌大的舰身在海平面
上若隐若现，飞行员及时调整电台频
率，与舰上引导员建立无线通信。
“海况?级、风向??度、船体横

摇?度……”汪文依据舰上引导员通报
的海上气象条件，带领编队展开着舰
准备。

20 米、15 米……海面上，直升机
高度不断下降，高速旋转的桨叶卷起阵

阵浪花。靠近甲板，由于地面效应影
响，直升机出现抬头和振动，汪文与副
驾驶协同配合，一人观察舱外参照物，
另一人紧盯仪表数据，操纵直升机不断
调整姿态。与此同时，舰上引导员也通
过对空电台，帮助飞行员判断着舰时
机、找准着舰位置。

在舰机协同配合下，3架直升机陆续
精准着舰。直升机停稳后，舰上勤务人员
迅速转移伤员，甲板上早已待命的机务保
障人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经过 10 余分钟紧张作业，3 架直
升机完成补给和检修。接到塔台指
令，飞行员驾驶战鹰再次起飞，重新
投入战场。

正午时分，完成着舰训练的直升
机陆续返场降落。复盘讲评会上，该旅
副旅长徐益锋介绍，他们针对现代作战
高消耗、高投入、快节奏的特点，利用
野外驻训的机会积极探索联合保障的方
法路子，为直升机跨海作战打通了补
给线。

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海上平台起降训练

陆军直升机飞上海军战舰
■本报特约通讯员 向 旭

“我儿子休假给我和他爸每人买了
一身衣服。”“这次休假儿子给我做了一
假期的饭。”“他把家里翻箱倒柜地打扫
了一遍……”国庆期间，第 83集团军某
旅舟桥一营指导员薛松看到微信家长群
中的留言，心中倍感欣慰。

今年初，该连战士小贾休假在家，朋
友圈成了战友们关注的热点。昨日晒美
食，今日晒女友，明日晒旅游，休假日程
安排满满，着实让战友们羡慕。
“休假到处东奔西走，都不沾家，你

休假回来到底干啥？”翻看小贾的朋友
圈，小贾母亲的留言引起了薛松关注，他
敏锐地捕捉到一个普遍现象：官兵们探
亲休假期间陪伴父母的时间太少。

调查中，薛松发现不少官兵在探亲
休假期间，把大把时间花在了吃喝玩乐、
休闲旅游、呼朋结友上，让“探亲”名不副
实。据统计，不少休假官兵把家当成了
客栈，玩累了才回家休息，鲜有与父母交
流的时间。

为此，薛松在连队组织开展了“孝
敬父母，爱心休假”教育，通过讲清利
弊、典型事例分析、讨论交流等方式，倡
导官兵休假在家为父母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事。与此同时，他们还通过连线休
假官兵家庭，了解官兵父母所思所盼。

休假归队后，他们组织开展“休假我都
干了啥”畅谈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官兵
“尽孝休假”的热情。

官兵思想端正后，带来的是“比比谁
的休假生活有意义”新风尚。中士谭盈
帅在休假期间，把大部分时间用于陪伴
父母、干家务活、读书充电上，虽然应酬

大大减少，但他反而觉得更充实。班长
杨会省告诉笔者，以往每到休假高峰期
就会有战士借钱休假，如今这种现象基
本见不到了。

据了解，该连的这一做法如今已在
全旅进行推广，得到了官兵父母的一致
好评。

第83集团军某旅一连倡导“孝敬父母，爱心休假”，在有限的休

假时间内多陪伴父母—

探亲休假，别把家当成了客栈
■张晓昆

随着一些政策制度的出台，军人休

假落实有了保证，军属来队探亲更加便

捷，军人及其家庭的获得感越来越强。

然而，个别官兵探亲休假期间，不

顾亲人的感受，有的频频会同学访朋

友，聚餐喝酒、打牌K歌，铺张浪费；有

的沉迷游戏，通宵达旦、虚度光阴；有的

游山玩水，十天半月不见人，让放松成

了放纵。

探亲不陪亲，休假不休心，不仅使自

己身体透支，也让父母感到寒心。殊不

知军人的父母更需要孩子的陪伴；殊不

知军人服役期间，父母会掰着指头算着

日子等孩子回家。因此，军人一年一次

的假期绝不仅仅属于个人，也属于父母。

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很多事例告

诉我们，一个懂得感恩父母的人，才会更

加珍惜战友情谊、集体荣誉；只有懂得感

念亲情的人，才能把家庭温暖升华为爱

党报国的情感力量，更好地肩负职责使

命、担当强军重任。所以，战友们，休假

回家，要多陪陪父母、陪陪亲人。

休假回家，多陪陪亲人
■孙剑峰

野外驻训进行时

茅文宽绘

新战士家庭情况
材料，明天下班
前务必上交！ 要得这么急，又

得熬通宵了！

是……

营连日志

向 旭摄

深秋时节，武警新疆总队伊

犁支队把部队拉到复杂生疏地

域，组织攀爬越障、捕歼战斗、极

限体能等课目训练，让官兵在突

破生理和心理极限中锤炼血性，

不断提升作战能力。图为支队官

兵进行徒手推车训练。

朱 伟摄

锤 炼 血 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