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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要是能喝上一瓶冰镇饮料，那
该多酣畅……”训练归来，南沙永暑
礁守备部队下士林锦堂抹了一把脸
上的汗水。

驻岛礁官兵曾经心心念念的美好
愿望，如今已成为现实——隆冬时节，
永暑礁首个军营超市正式建成使用。
据悉，这是南沙岛礁首个军营超市。

记者走进超市看到，几名官兵正在
挑选商品。比对货物、扫码支付、打印
清单……物品丰富多样，购买方便快
捷，大家脸上乐开了花。
“在永暑礁也能喝上冷饮，够爽！”

中士黄伟亮喝着刚买的饮料感慨不已。
南沙岛礁远离祖国大陆，交通不

便。以往，官兵个人日用品主要依靠休
假采购，每次归队总是“大包小包”。能
在岛礁上买到工作生活用品，是守备部
队官兵一直以来的愿望。

为更好解决岛礁保障难题、服务
边海防一线官兵，去年以来，在海军
机关指导下，南沙守备部队党委机关
经多次调研论证，决定在官兵驻守岛
礁上建设军营超市。他们借鉴地方

经验，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遴选国内
可靠商家提供货源，依托补给舰船定
期上送。

永暑礁军营超市目前可供应生活
用品、文体用品等 5大类 400多种商品，
并以优惠价出售。南沙永暑礁守备部
队专门制订超市管理措施细则，对超市
货物流转、运行模式、管理使用等进行
明确规范。例如，官兵不参与超市运
营，只负责日常管理维护；商品结算由
官兵扫码直接向商家支付。此外，守备
部队还安排专人统一回收超市垃圾，避
免破坏岛礁良好生态。
“有了军营超市，我们购物十分方

便，感觉跟身处祖国内陆一样。”林锦堂
高兴地说，随着驻岛礁部队各项保障更
加健全完善、生活越来越便捷高效，战
友们守卫海疆的干劲更足了。

据介绍，在总结永暑礁军营超市
运行经验基础上，南沙守备部队下一
步将分批推进其他岛礁军营超市建成
使用。

上图：扫码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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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全军深入推进的军官制度改革

是一场思想上、利益上的大考，但归根结

底是政治上的大考。推动新的军官制度

落实落地，要求每名军官胸怀大局，正确

对待利益关系调整，自觉在大局下行动，

做到一切服从大局、一切服务大局。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胸怀

大局，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制胜之

道。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有些事从局部

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

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

顾全大局。”战争年代，我军不论哪支部

队，让去哪里就去哪里，打主攻勇往直

前，打后卫拼死掩护，彰显出极强的政治

意识、大局意识和号令意识。军官制度

改革政策性强、敏感度高，事关每名军官

切身利益，事关国防和军队建设长远发

展。只有以长远利益为重，自觉在大局

下定位、思考、行动，才能读懂改革、吃透

改革，以实际行动拥护改革、支持改革。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

之。”改革很难皆大欢喜，难免会触动一

部分人利益。如果每个人只想个人后

路、不想军队出路，只想做加法、不想做

减法，改革必然寸步难行。每名军官都

应少算个人得失的“小账”，多算改革强

军的“大账”，以实际行动推动改革落地。

刘少奇同志曾说：共产党员要交出

一头，只顾一头。只顾什么呢？只顾全

心全意为人民做工作。交出什么呢？

交出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地位，个人的

前途。后面这一头，让党来考虑，让组

织来解决，党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不

争不抢。讲政治从来都是具体的，对党

忠诚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在军官制度

改革面前，每名军官同样应该“交出一

头，只顾一头”，自觉摆正个人与组织的

关系，闻令而动、雷厉风行，执行好新的

军官制度，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决不说三道四，决不跟组织讨价还价。

“上有所率，下有所进；上有所行，下

有所仿。”我军历次调整改革之所以“一

声令下三军随”，与各级领导干部模范表

率密不可分。改革号令已下，各级领导

干部要领会改革意图、理解政策设计、掌

握流程规范，切实当好政策执行的明白

人。要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

干，带头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把听党

指挥落实到具体行动中。要既做改革的

促进派和实干家，又教育引导广大军官

理解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确保部

队思想稳定、工作稳定、队伍稳定。

（作者单位：西藏军区某通信旅）

胸 怀 大 局 算 大 账
■徐汉卿

本报讯 钱敏、特约通讯员皇甫秉
博报道：“真没想到，大家刚商量要自费
购买加湿器，机关就将经费划拨到位
了！”时值寒冬，第 77集团军某旅官兵心
里却暖意融融：近期天气寒冷干燥，旅
党委机关专门划拨经费，为班排宿舍购
置热水器、加湿器等电器。
“党委机关为基层解难帮困不能坐

等官兵开口，要主动靠前服务。”该旅领
导介绍，他们此前蹲连住班时发现，个别
连队热水器老化，连队干部也没有及时
向机关申请更换。这让旅党委一班人意
识到，服务基层不仅要竖起耳朵倾听官
兵呼声，更要睁大眼睛主动发现基层困
难，争取将问题解决在官兵开口前。

为此，该旅采取定期安排机关干部

蹲连住班、指定营连解难帮困联络员等
方式，靠前摸清官兵需求；依托强军网
开设解难帮困首长信箱、利用值班系统
开通为兵服务 24小时热线，进一步拓宽

相关渠道。
前不久，在某连蹲点的机关干部

祁一帆发现，下士小郝近来教育训练
打不起精神。谈心得知他的父亲在外
打工遭遇欠薪后，祁一帆主动帮助小
郝申请了法律援助。经多方共同努
力，小郝的父亲近日顺利拿到工资。
“感谢组织为我解除后顾之忧，我一定
更加努力训练！”小郝感激地说。

解难解在官兵开口前，好作风赢得
好口碑。近期一次问卷调查显示，该旅
官兵对机关服务普遍满意。

第77集团军某旅党委机关增强主动服务意识

靠前摸需求 为兵解难题

本报讯 胡剑飞、林蒋杰报道：“申
领随军家属未就业补助，除未就业情况
证明外，还需提供家属本人社保相关资
料……”1月中旬，第 73集团军某旅人力
资源科干事张伟来到四营营区，办理官
兵家属随军未就业补助事宜，并现场答
疑解惑。据悉，该旅党委机关转变服务

基层方式，实行派出办公机制，受到基
层官兵点赞。

该旅所属营连部署分散，有的营区
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距离机关较远。
以往，基层官兵往返机关办事费时费
力，十分不便，如遇紧急情况，甚至会影
响任务进度。去年底的一次座谈中，不

少官兵建议机关在各营区设立办事点，
便于大家办理业务。

倾听官兵心声，回应基层关切。该
旅党委研究决定，探索实行业务办理派
出办公机制，通过在各营区设置办事点、
选定联络员等方式，解决基层官兵挠头
事烦心事。具体操作中，对于物资请领、

休假报批等事务性业务，官兵可在营区
办事点现场办理；涉及需机关部门审批
办理的业务，由联络员承办跟进；对于需
机关集中办理的事宜，则由联络员提出
申请，相关部门定期派人上门办理。

前不久，某连排长苏俊办理夫妻分
居生活补助费申请事宜。他将申请表
和相关资料交给所在营区联络员王海
龙后专心投入训练，事情很快办妥。“如
今不出营区就能办理各项业务，我们学
习训练的时间更充足、精力更集中了！”
苏俊高兴地说。

据介绍，派出办公机制实行以来，
该旅机关先后为官兵办结各类业务 300
余件，受到广泛好评。

第73集团军某旅党委机关实行派出办公机制

服务送上门 官兵少跑腿

短 评

曾几何时，边海防一线官兵最发愁

的事之一就是购物难。由于驻地缺乏

社会依托，有的部队官兵采购日用品不

得不长途奔波周折。近年来，网购虽已

走进“寻常百姓家”，但受物流运输难、

配送周期长等制约，边防海岛官兵购物

难题仍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如今，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各级党

委机关持续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军营超

市落户边海防一线，官兵不出营院就能

购买日用品，工作生活更加方便，保障

条件日益改善。

我们期待各级党委机关心系官兵、

创造性解难，让更多暖心惠兵工程落户

军营，让坚守远方的战友生活更加便捷、

保障更加暖心、干劲更加充盈。

期待更多惠兵工程落户军营
■陈小菁

坚持按纲抓建 锻造过硬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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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6日，空降兵某旅组织

空降空投训练。图为兵力伞降。

刘冰冰摄

寒风猎猎，海浪翻卷。
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试训基地码

头战斗警报骤响，一艘潜艇迅速解缆
起航。该基地一场潜艇训练考核拉开
帷幕。
“方位××，发现反潜机。”刚到达任

务海域，“敌”情突至，艇长鞠冬当即下达
快速机动规避口令。

不料，下潜不久，特情又至：“发现
‘敌’潜艇在附近海域活动。”话音未落，
指挥员就接到声纳、舵信等多个战位传
来的战场态势信息。

空中“敌”机搜索、水下潜艇堵截，受
考官兵的神经一下紧绷起来。
“通往深海战场的‘资格证’，可不是

那么容易拿到的。”该基地训练科科长单
体岗告诉记者，为确保训练考核对接实
战，他们协调兄弟单位舰艇、潜艇、反潜机
参与其中，精心设置数十项特情，全方位
检验艇员技战术水平和临机处置能力。

短短几十分钟，特情接踵而至。鞠
冬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直言：“此次考
核，连基础科目都加入了敌情背景，在复
杂环境中倒逼我们增强实战意识。”
“发现‘敌’舰艇编队……”再次传来

新特情，本次考核重点科目开始——对
“敌”舰艇编队实射鱼雷。

面对以寡敌众的局面，鞠冬指挥潜
艇利用水文环境掩护，成功掌握对方兵
力配置和运动轨迹。

考核现场：前一秒，为隐蔽接“敌”，潜
艇人员、装备处于静默状态；后一秒，官兵
闻令而动，立即进入战斗状态……波涛之
下，一枚鱼雷如离弦利箭，直刺目标。

一路考核，特情不断，官兵直呼“没
想到”的同时，也对练兵备战进行了深刻
反思。“考核时间缩短了，但出其不意的
特情增多了。我们看到自身短板弱项的
同时，也为下一步针对性训练找准了方
向。”该艇副机电长刘心宇说。
“潜艇遭鱼雷攻击，管路破损进水！”

正当艇员们以为考核结束，准备返航时，
特情再至。

鞠冬立即下令启动战斗航行损管预
案，封舱、断电、堵漏、灭火……很快，潜
艇得到修复，成功突围。

下图：劈波斩浪。

本报特约记者 马玉彬摄

潜 行 深 海 砺 剑 锋
—北部战区海军某试训基地潜艇训练考核见闻

■高先千 乔梓航 本报特约记者 马玉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