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按纲抓建 锻造过硬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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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阵地目标暴露，被‘敌’火力覆
盖，全体‘阵亡’。”前不久，在塞北草原
进行实兵演练的第 79集团军某旅炮兵
营营长霍宇龙，接到导调组通报后有
点懵。
“发现‘敌情’后，我们第一时间就

进行了隐蔽伪装，咋会全体‘阵亡’？”霍
宇龙迅速召集全营指挥员了解情况。
结果让人很意外——“罪魁祸首”竟是
伪装网上两处不起眼的破损。

得知情况，二炮长姜文龙找到连
长刘海认领过失。原来，前期在检查
作战物资时，姜文龙就发现伪装网上
有两处破损。“当时我们觉得破损很
小，凑合一下不耽误使用，而且车上还
有备用伪装网，所以没太在意。”姜文
龙懊悔不已。

然而，演练中“敌情”突至。2名
炮手用伪装杆进行变形伪装，用力过
猛，将原本不大的两个破损处扯成两道
大口子，导致伪装网损坏严重无法使
用。于是，他们赶紧找出备用伪装网准

备重新伪装。但为时已晚，“敌”抓住时
机迅速实施火力覆盖……
“平时‘差不多’，战时‘差很多’！”

两处不起眼的破损导致战斗失利，姜
文龙追悔莫及，全营官兵也陷入深深
反思。

复盘会上，大家深挖问题根源——
“战场上，敌人不会给我们第二次机

会。对看似不起眼的问题熟视无睹，究
其原因还是实战意识不强……”霍宇龙
一针见血地指出。

一石激起千层浪。“训练中，少数炮
手在砸地钉时，为了撤收方便，认为只
要把地钉砸进土里能立起来就行。而
实弹射击过程中，发射一枚炮弹产生的
后坐力足以掀翻一门火炮。”榴炮三连
连长周鑫严肃地说。

……
灯越挑越亮，理越辩越明。随后，

官兵举一反三，围绕物资准备、远程机
动、火力打击等各作战环节进行梳理剖
析，查找出制度落实不到位、组织指挥
不明确、动作要领不规范等问题，逐一
列出清单、制订解决措施并限时整改。

近日，该旅组织第二轮对抗演练，
担负火力打击任务的炮兵营稳扎稳打，
面对多种特情沉着应战、快打快撤，表
现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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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

日起而有功。”现代战争，武器装备高度集

成，作战单元高度关联，每个细节都可能

影响战局。这要求我们必须勤勉笃行干

好每件小事，精益求精抠好每个细节。

然而，在日常战备训练中，少数官兵

不重视细节，对武器装备和器材的战场

应用标准执行不严格，甚至存在漏洞，无

形中给作战行动埋下隐患。

历史上，英格兰国王查理三世曾因

少了一枚马掌钉最终战败亡国，警示不

可谓不深刻。实战化训练中，各级官兵

应着力培养严谨细致的作风，紧盯“细”

字抓训练，着眼“精”字练技能，彻底摒弃

“差不多”思维，高度警惕战场“马掌钉”，

把作战准备做得细而又细，把突发情况

想得全而又全。惟如此，战时才能有更

大胜算。

警惕战场“马掌钉”
■张延华

短 评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召开的一次组

织工作会议上，时任志愿军政治部主

任杜平强调：“加强党对战争的思想领

导，就是要用一切办法将每个志愿军

人员的思想集中到战争上来。一切工

作均以战争为出发点，从争取战争胜

利着想。”围绕党和军队中心任务发挥

服务保证作用，这是志愿军做好政治

工作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军政治工作

的优良传统。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告诉我们，

我军的政治工作在现代化战争中具有

强大的生命力，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优势是志愿军

的最大优势。正是强有力的政治工作

为志愿军战胜强大敌人和艰难险阻提

供了不竭动力，激发出“谜一样的东方

精神”。

政治工作要取得实效，必须坚持问

题导向，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出

国作战前，准备参战的部队专门对官兵

思想状况进行分析，官兵的思想疑虑主

要集中在“该不该打”“愿不愿打”“能不

能打”3个问题上。志愿军及时开展爱

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教育，引导官兵认清抗美援朝的必要性

和正义性，坚定敢打必胜的信心，叫响

“打好出国第一仗”的口号。

拘旧方不可疗新疾，居夏日不可

御冬裘。面对新的交战对手、战场环

境和作战样式，志愿军各部队紧跟战

争进程，紧贴官兵思想，不拘一格，

主动作为，把思想政治工作往深里

想、往实里做。比如，广泛开展立功

运动，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人物成

为志愿军官兵争相学习的楷模。第63

军战士刘光子在第五次战役中一次俘

虏英军第29旅63人，获得“二级孤

胆英雄”称号。喜报送到他的家乡

后，县政府向其家属送去“爱国功

臣”金字大匾，并召开庆功大会，当

地两万多名群众参加。许多志愿军官

兵的家人都寄信给前线的亲人，表

示：“家中一切都好，就是缺少一张

立功喜报。”

“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

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军队

的全部工作必须紧紧围绕打仗来展

开，政治工作也不例外，必须牢固树立

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周恩

来曾说：“一切政治工作，要服从整个

作战计划，一切政治工作，都要为着前

线上的胜利。”让“生命线”战味更浓

厚，政治工作应聚焦能打仗、打胜仗，

形成有利于提高战斗力的舆论导向、

工作导向、用人导向、政策导向。强化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意识，走出自我

设计、自我循环、自我检验的怪圈，按

照打赢信息化智能化战争要求，探索

政治工作服务保证战斗力建设的作用

机理，把政治工作贯穿到战斗力建设

各个环节。

一切为争取胜利着想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启示录④

■霍清振

强军论坛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蔡君、龚伟报
道：10月上旬，带队参加比武归队后，武
警山西总队晋城支队机动中队中队长崔
忠会欣喜地发现：此前支队承诺帮助中
队检修和更换热水器已落实，官兵训练
完毕又可以洗上热水澡了。

“多解难题、多办实事，才能更好
激发基层官兵干事创业动力。”该支队
领导说，结合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
纲要》，为更好了解基层一线官兵急需
急盼，他们深入基层开展专题调研，倾
听官兵心声，在此基础上施行精准抓

建，推行“惠兵 10件实事”举措。
抓建基层为兵解难，既看承诺更

看落实。据悉，该支队采取责任到人、
挂号销账等形式确保 10 件实事落实
到位。他们还将为兵服务质效纳入党
委年度工作满意度测评，接受官兵监

督，打通惠兵暖心政策落实的“最后一
公里”。

该支队《10 件实事落实进度时间
表》显示，9件本年度承诺要办的实事
已得到落实：协调 15名军娃全部就读
驻地学校、为有需要的官兵开展专业心
理辅导、对家庭遇到困难的官兵及时帮
扶……除了10件实事，他们为兵服务的
行动还在扩展延伸。

精准关爱的暖心举措，助推部队
战斗力进一步提升。前不久，该支
队在上级组织的特战侦察专业比武
中取得优异成绩。

武警山西总队晋城支队

10件实事明确落实“时间表”

本报讯 高群、徐良伟报道：“爸妈祝
你生日快乐，你在部队要安心工作……”
10 月上旬，新疆军区某红军团集体生
日现场，二连上等兵张东东收到意外惊
喜——来自父母的祝福视频。为战士录
制“亲人祝福视频”，是该团汇总官兵42

条建议、开展暖兵心工程的举措之一。
“要把基层官兵关心的事解决好。”

该团领导说，结合新修订的《军队基层
建设纲要》中“基层至上、士兵第一”原
则，他们在强军网首长信箱增设“官兵
接待站”板块，基层官兵可线上反映意

见建议和困难诉求，处理流程全程可
见，接受官兵监督。
“驻训地洗澡房淋浴头较少，建议增

设淋浴间”“文化生活单调，建议开设‘第
二课堂’”……“官兵接待站”开通后，该团
及时梳理汇总首批42条官兵建议并逐项

给予答复。他们依据官兵诉求制订解难
“路线图”，明确责任人和措施落实时限；
从各股室抽调机关干部组成“基层排忧小
分队”，采取交叉互检方式走访营连，检查
暖心措施是否落地见效。近日，某连官兵
反映在外执勤时医疗保障难以满足实际
需求。了解情况后，该团立即指导卫生连
成立医疗小分队，定期开展点位巡诊，并
对连队卫生员进行专项培训。

暖心举措提振兵心士气。前不久，
上级临机拉动检验部队应急应战能力，
该团官兵士气高昂、反应迅速，受到上
级表扬。

新疆军区某红军团

42条建议制订解难“路线图”

本报讯 胡建厚报道：“营房前道
路狭窄，战备拉动时车辆行驶不方便”
“障碍训练场老化，需要翻修”……深秋
时节，第 73集团军某旅基层建设形势
分析会上，参会官兵畅所欲言，提出基
层抓建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之后，

该旅党委研究并梳理出日常训练、文化
建设等 12类项目，列入下一步帮建基
层工作“任务书”。
“研究梳理基层抓建问题，旨在

更好解决官兵日常生活训练中存在
的实际困难。”该旅领导说，他们结合

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多次
组织基层调研，广泛听取官兵意见建
议，摸清官兵关心事、挠头事，并制订
帮建措施，最大限度激发官兵扎根基
层、建功基层的内生动力。该旅定期
组织机关各部门深入营连，列席各单

位建设分析会，研究汇总基层抓建中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要求各部门主动
认领、挂单销账、立改立行。今年以
来，该旅党委机关各部门还同基层营
连建立点对点帮建关系，定期组织集
中蹲点帮建，并成立督导小组，检查
各帮建项目落实进度，进一步提升抓
建基层质效。

据了解，12 类项目中部分项目已
逐步落实，强军文化园等相关工程报上
级批准后将陆续展开。在前不久机关
组织的一次问卷调查中，官兵纷纷为旅
队的务实举措点赞。

第73集团军某旅

12类项目列入帮建“任务书”

9月下旬，海军某登陆舰支队联合陆军某旅开展实兵演练，锤炼部队联合登陆输送能力。

刘中涛摄

本报讯 任增荣、特约记者岳小琳
报道：9 月底，火箭军某团召开大会对
优秀士官分队长进行表彰。表彰席上，
四级军士长陈怀鲁满脸喜悦——前不
久，该团参加上级组织的实弹发射演
练，他作为士官分队长，带领所属成员
出色完成保障任务。与陈怀鲁一同受
到表彰的，还有其他岗位的 10 多名分
队长。

去年，作为该团第一批士官分队长，
陈怀鲁率队参加实兵对抗演练时，因管
理经验不足，没能及时规划出夜间车辆
行驶路线，导致分队转移超时。

从普通士官到分队长，角色身份变

了，肩上的担子重了，思想上的“包袱”也
重了——上任之初，陈怀鲁工作上放不
开手脚，作用发挥并不明显。和他一样，
不少士官分队长也有类似经历。“究其缘
由，士官分队长从连队的被管理者，成为
各自分队的管理者，他们的思维还没跟
上角色和岗位的变化。”该团团长张驾卿
介绍说。
“作为基层战斗力建设的重要力

量，士官分队长不能‘挂空挡’。”经过
调研，该团制订分队建设管理相关措
施，细化分队领导指挥、训练管理等多
项内容，从制度层面进一步明确士官
分队长的职责和权限。该团党委一班

人与基层各单位新任士官分队长结对
挂钩帮带，指导士官分队长提高履职
能力，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岗位角色。
负责帮带陈怀鲁的是该团政治工作处
主任杨金虎。围绕带兵管理等 10余项
内容，杨金虎逐项手把手教方法、传经
验。经过一段时间帮带，陈怀鲁综合
素质明显增强。

职责越理越清，能力越帮越强。
在前不久的一场对抗演练中，新上任
的士官分队长郭森坤根据战场实际，
按照专业素养、反应能力等方面对所
属成员重新编组定位，作战效果明显
提升。

火箭军某团多措并举提升士官分队长履职能力

理清岗位职责 跟踪指导帮带

9月下旬，第72集团军某旅开展多机战术编队、低空规避突防、精准火力

攻击等课目训练，提升部队实战能力。

孙明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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