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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讯 胡世坚、特约通讯员梁
晨报道：“没想到此次开训比武抽到了
训练基础较差的同志……”新年伊始，
新疆军区某团比武场上，雷达一站站
长张旭看到自己单位不太理想的成
绩，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据了解，该团
新年度开训练兵比武中，采取现场抽
签方式临机产生比武人员，倒逼各单

位新年度军事训练将基础训扎实、人
人练过硬。
“练兵比武，不应该是训练尖子

的‘一枝独秀’。”该团领导告诉笔者，
“此次现场抽选比武人员，就是要在
全团官兵头脑中牢固树立起训练人
人都过硬的意识。”此次练兵比武，该
团一改往日由各单位推荐比武人员

的做法，要求各营连主官必须带头参
加，其余比武人员由现场抽签产生。
比武区分体能、技能、专业理论知识、
武器装备操作等内容，全面检验官兵
实战本领。

早在开训前，个别营连按照以往
办法，抽组各课目的训练尖子进行强
化训练。针对武器装备操作等比武课

目，三连在训练预备期精心挑选了训
练尖子进行突击训练。结果在比武场
上，除了一人被抽到外，其余预先准备
的训练尖子都无缘上场。

和三连一样，在此次开训比武中，
一些连队成绩不如以往。“战斗力不是
单靠训练尖子就能提升的，人人过硬
才是真过硬！”面对不完美的成绩单，
各单位召开总结反思会，针对短板弱
项制订改进措施。

新疆军区某团着力夯实新年度军事训练基础

现场抽考倒逼人人过硬

本报讯 张德煜、特约通讯员刘辉
报道：1月初，第 80集团军某旅以一场
战备拉动演练，拉开了该旅新年度军事
训练大幕。演练场上硝烟滚滚，官兵士
气昂扬。

演练开始没多久，指挥所就下达突

发“敌情”通报。笔者通过视频系统看
到，官兵接到导调指令后，迅疾有序地
展开车辆调整、物资装载、武器领取等
工作。指挥帐篷内多个要素席位的参
谋人员展开集中作业，以实战为背景紧
前筹划部队紧急出动的各项工作。

“新年度一开训就临机拉动，就是
要强化官兵随时打仗的意识，锤炼随
时能战的能力。”据该旅领导介绍，此
次战备拉动演练，他们坚持不搞预演、
不打招呼，从难从严抓实每个环节、练
强每个要素，将“敌”卫星侦察、特情处

置等突发情况贯穿演练全程，通过多
种特情锤炼官兵“闻令即能战”的过硬
本领。

演练一结束，复盘检讨随之展开。
该旅依据“战时依案应对、平时依案准
备”原则，采取边训练、边论证、边修订
的方式，针对出动流程、力量编配等方
面，进一步细化方案流程，压实责任分
工。据了解，结合此次演练情况，他们
将整个战备拉动流程细化为战备等级
转换、应急拉动等 2类 30余项课目，将
分工细化到班排、责任压实到个人，切
实提升部队应对突发情况的快速反应
能力。

第80集团军某旅从难从严组织新年度军事训练

临机拉动锤炼快反能力

本报讯 刘毅、特约
记者翟小伟报道：“我们
要学习在‘马跑泉事件’
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辈
们的大无畏精神，不畏困
难、顽强拼搏……”寒冬
时节，武警河南总队三门
峡支队一堂别开生面的
教育课开讲。大学生士
兵杨凡身处驻地革命史
馆，对着一件件革命文物，
采取视频连线的方式，娓
娓讲述文物背后的英烈故
事，听课官兵深受感染。
该支队借助信息化手段
将驻地红色资源引进教
育课堂，有效激发官兵建
功军营的内在动力。
“驻地红色资源是一

座巨大精神宝库，是支队
官兵学习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的‘第二课堂’。”
该支队领导介绍，为推动
教育走深走实，他们充分
挖掘整理驻地红色资源，
建立“强军网 +”“互联
网+”模式，构建网上红色
资源库，采取大课连线讲
授、班排小组分享、网上
展览延伸的方式，引导官
兵深入学习红色历史和
光荣传统。他们还借助
视频会议系统，灵活组织
分散在各个执勤点位的官
兵结合岗位交流体会，在
重温革命故事、分享心得
感悟中，不断激发官兵投
身强军实践的内在动力。

记者在该支队卢氏中
队教育课堂上看到，指导
员吴泽宇通过网络现场连
线支队宣保股股长赵龙，
赵龙结合河南省首批廉政
教育基地甘棠苑场馆内丰
富多样的教育资源，为官

兵带来一堂生动的“云教育”大餐。课后，官兵通过网络平台
参观廉政教育基地的网上展览，进一步加深了对课堂教育内
容的理解深化。

点燃信仰之火，投身强军之路。记者踏访该支队看到，
各营区的文化长廊上，电子显示屏展出驻地红色文化专题
展览，并定期更新内容；宿舍里，正在休息的官兵手捧电子
阅览设备，兴趣盎然地阅读着，在潜移默化中让红色基因融
入血脉。近日，该支队组织野营拉练，官兵战风斗寒、士气
高昂，圆满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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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邱宇泽、胡丹青报道：“咚
咚锵，咚咚锵……”一阵喜庆的锣鼓声从
村头响到村尾，湖南省道县洪塘营乡佳
竹洞村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儿子在部
队立功了，部队还专门把喜报送到家里，
我们感到十分骄傲！”戴着“军属光荣”的
绶带，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上士
彭安的父母脸上乐开了花。

去年底，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
站成立 3个“送喜小组”，开展“登门送喜
报、千里传佳音”活动。日前，“送喜小
组”将立功喜报送到了在该场站通信营

服役的上士彭安家中。彭安十几年扎根
导航台站，坚守战鹰保障一线，带教培养
了数名导航台长，工作成绩突出，是连队
的中坚力量、连队干部的得力助手、士官
骨干的优秀榜样。听到彭安在部队这些
年的优异表现，彭安的父亲激动得热泪
盈眶。

该场站组织的“登门送喜报、千里
传佳音”活动，对照年前印发的《立功受
奖军人家庭送喜报工作办法》相关要
求，旨在增强官兵荣誉感、使命感，营造
尊重关爱功臣模范的浓厚氛围，激发官

兵矢志强军的使命担当。据统计，此次
“送喜小组”先后历时 9天，辗转多地、行
程数千公里，联合当地人武部、政府相
关部门，将喜报分别送到了 17名官兵家
中。
“喜报送到家，能让军属感受到部队

的温暖和关怀，更能进一步激发官兵建
功立业的斗志，让军人的荣誉看得着、摸
得到！”该场站领导告诉笔者，他们将进
一步立起崇尚荣誉、创先争优的鲜明导
向，激发广大官兵练兵备战、干事创业的
强劲动力。

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激发官兵荣誉感使命感

登门送喜报 千里传佳音

再好的蓝图，没有强有力的执行，

都是纸上谈兵。习主席在最近召开的

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讲政

治必须提高政治执行力。这一重要论

述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要求领

导干部善于从政治上谋划、部署、推动

工作，驾驭复杂局面，战胜各种挑战，

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

为政之要，重在落实；落实之要，重

在执行。所谓政治执行力，就是贯彻执

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

力，都是政治能力的重要内容，三者相

互联系、相互影响。其中政治执行力是

检验领导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的试金石，没有过硬的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就没有过硬的政治执行力。

习主席曾指出，我们党内存在的

政治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

同志忽视政治、淡化政治的问题还比

较突出，有的“四个意识”不强，有的将

党的领导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有的对

错误言行缺乏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

力和斗争精神，有的依然我行我素、无

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等。

这些乱执行、软执行、不执行等，都是

政治执行力不高的表现，也是严肃的

政治问题，与党的政治立场、政治方

向、政治原则背道而驰。

我军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

装集团，必须要旗帜鲜明地讲政治，既

要在思想上高度认同，又要在行动上

坚决执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

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全面

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是严肃而

重大的政治责任，这对各级领导干部

的政治执行力提出了极高要求。比

如，对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

要强化执行力、创新力和担当力，决不

允许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

行，决不允许先斩后奏，决不允许口是

心非、阳奉阴违，决不允许打擦边球、

搞变通、打折扣，决不允许搞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那一套。

令严方可肃军威，命重始足整纲

纪。军队各级领导干部要经常同党中

央、中央军委精神对表对标，做到不掉

队、不走偏，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中

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党叫干什么就

坚决干，党不允许干什么就坚决不干，

切实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到实

处。坚持底线思维与问题导向，见微

知著、防微杜渐，下好先手棋、打好主

动仗，做好应对任何形式的矛盾风险

挑战的准备。强化责任意识，在其位、

谋其政，干其事、求其效，做到知责于

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要敢于斗

争、善于斗争，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

争本领，聚焦主责主业、聚力备战打

仗，保持随时待战、应对强敌的状态。

（作者单位：武警湖北总队）

提高政治执行力
——增强政治意识提高政治能力系列谈③

■刘 刚

1月5日，第72集团军某旅组织野外强化训练。图为官兵指挥轮式突击车进行铁路平板装载。 张 毛摄

1月4日，空降兵某旅组织新年度

首次飞行训练。图为直升机编队起飞。

本报特约通讯员 邓晓宁摄

本报讯 徐镇、刘毅

舟报道：“在一次边境作
战中，我旅 704号坦克战
车英勇穿插，消灭敌方多
个装甲目标，战车完好无
损，人员无一伤亡，圆满
完成战斗任务……”前不
久，在第 74 集团军某旅
的一堂教育课上，旅史讲
解员、中士李硕勋为官兵
绘声绘色地讲述旅队历
史，赢得阵阵掌声。走下
讲台，李硕勋说，旅里让
他参与旅史编修并担任
旅史讲解员，自己对旅队
光荣历史、先辈英雄事迹
的理解更加深刻。
“让基层官兵参与旅

史编修，是一个生动的光
荣传统教育过程，有利于
将红色基因厚植于官兵
心中。”该旅领导介绍，针
对部分官兵对旅史了解
不足、认知不深的问题，
他们在精心准备专题辅
导授课的同时，积极发动
官兵参与旅史文化建设，
通过编修旅史、建设营连
荣誉墙、整理烈士名录、
讲述学史感悟等活动，引
导官兵加深对红色历史
和光荣传统的理解。他
们还开展“我来讲旅史”
活动，发动参与旅史整理
和编修的官兵担任义务
讲解员，通过讲述一则则
生动感人的旅史故事，引
导官兵接受红色文化熏
陶，坚定投身强军实践的
信念决心。

结合“我来寻烈士”
活动，该旅合成三营排长
甘振扬与 3 名战士利用
休假时机，赴广西那坡县
烈士陵园走访了解刘宏

生、罗云礼等 5名英烈的光荣事迹，并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
整理，进一步充实到英烈名录中。甘振扬说：“虽然过程辛
苦，但我感觉自己与英雄的距离更近了一步。”

将“史存馆中”变为“史存心中”，加深了官兵对英雄精
神的感悟，激发了大家的练兵动力。据了解，活动开展以
来，该旅共更新旅史内容数万字，补充收录 31名英烈的光荣
事迹，极大地提升了官兵学史用史的积极性。在前不久的
军事训练考核中，该旅官兵敢打敢拼，整体训练成绩有了明
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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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

么出发。”对于一支部队来说，光荣历

史传承下来的不仅是一张张图片、一

段段文字，更是英雄的血脉、信仰的火

种，这是一笔厚重的精神财富。追溯

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光荣传

统，是构建新时代人民军队思想政治

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是整体工程、系统

工程，必须树立大教育观，创新教育理

念、优化教育内容、改进教育方式。开

展教育不仅要“海纳百川”，更要注重

抓细抓小、抓实抓常，善用历史和现实

资源。无论是邀请基层官兵参与旅史

编修，还是利用信息化手段将驻地红

色资源引进教育课堂，都是将红色历

史与铸魂育人有机融合的有效尝试。

内化于心，才能外化于行。面对

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各级教育者应

深入学习领会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会议精神，积极引导官兵自觉将对党

忠诚的政治本色转化为敢打必胜的血

性胆气，用红色基因为官兵铸就精神

利剑。

教育要善用历史和现实资源
■王建伟

短 评

强军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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