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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领导和战友们的关心帮带下，我
逐渐走出了彷徨低迷，坚定了扎根基层、
立足岗位练强本领的决心。”回忆过去一
年在基层部队的历练，北部战区陆军某
旅保障队文职人员葛兆麟感触颇深。

为实现军旅梦，葛兆麟放弃工作多
年的国企岗位，穿上“孔雀蓝”，本想发
挥专业技能尽快在部队有所作为，可来
到基层部队后，却出现了“水土不服”的
现象。

基层是军队的基础和末端，最能反
映军情，最能体现兵味，最能锻炼成长。
但不可忽略的是，基层部队环境相对艰
苦，且文职岗位编制较少，比起院校、医
院等文职人员相对较多的单位，基层部
队的文职人员容易产生“被冷落”的无助
感和孤独感。为使文职人员有充分的适
应过渡期，保障队领导决定循序渐进帮
助他们。

即便如此，远离繁华的单调枯燥，军
营严格的作息制度、紧张的生活节奏，以
及与年轻官兵之间的代沟等，仍多多少
少影响着葛兆麟的思想精神状态。一段

时间里，葛兆麟游离在官兵之外，感觉自
己很难融入。
“文职人员是保障队的一分子，需要

我们用心帮带他们解决困难、融入基
层。”见葛兆麟打开工作局面较慢，队长
王勇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专门召集干部
骨干研究解决办法。
“葛兆麟性格比较内向，引导他走出

困境不能操之过急，需要循序渐进”“老
葛年龄偏大，没有部队经历，帮带措施要
有针对性”……根据葛兆麟身边战友领
导的建议，保障队决定由王勇牵头，遴选
几名与葛兆麟年龄相仿的工程师和士官
组成帮带小组。大家经常与老葛谈心交
心，从思想上及时掌握他的情况动态，从
生活工作的细微处着手开展工作。
“我部官兵初上战场，就发扬艰苦奋

斗、不惧牺牲的精神，十战十捷，一举打
出了威名！”为引导葛兆麟从内心深处真
正认同岗位、认同旅队、认同基层，帮带
小组成员陪同葛兆麟走进旅史长廊，大
家轮流担当解说员，从各个方面介绍旅
队发展历程和优良传统，鼓励他敢于攻

坚克难、勇于挑起重担。一级军士长蒋
其常在做思想工作时，带葛兆麟到队荣
誉室，从身边人身边事入手，为他讲述奖
牌奖章背后的故事，讲述先进官兵的成
长成才经历。

同时，根据葛兆麟性格特点，帮带小
组结合保障队技术干部多、学历层次高
等情况，为他搭建技术交流平台，让他结
合专业特长和工作经验与官兵加强交
流。葛兆麟抓住学习机会，克服畏难情
绪，主动与官兵沟通交流，逐渐加强融
入，对待工作任务的态度也更加积极。
帮带小组还从素质养成、军事训练等方
面入手，为葛兆麟量身制订“训练套
餐”。这些举措不仅增强了葛兆麟的自
信心，也拉近了他与官兵的距离。
“想要拥抱阳光，首先要张开臂

膀。”黝黑的皮肤、标准的动作、过硬的
技术……如今，葛兆麟身上兵味十足，
执行任务积极踊跃。他表示：“适应基
层部队生活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我要最
大限度发挥特长优势，更好地为战斗力
建设服务。”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注重从思想上帮带文职人员

融入军营 强化认同
■陈玉博 张 阳 张 翔

“祝贺陈仕奇同志参谋业务结业！”
近日，东营军分区转改文职参谋陈仕奇
以优异成绩完成战术标图等课目考核。
他深有感触地表示，领导和同事制订的
训练计划，帮他打牢了参谋岗位的技能
基础。

2019年，陈仕奇从雪域高原转改到
东营军分区，在管理营房、推行军事职业
化教育、组织学生军训改革试点等工作
中表现良好。几个月前，陈仕奇接到上
级命令，调整到参谋岗位。面对新岗位、
新领域、新业务，陈仕奇一开始心里没
底，有些犯嘀咕。
“对于转改文职人员来说，工作环境

相对熟悉，军政素养比较扎实，融入部队
不是难事，但转换了工作岗位，惯性思维
亟待消除，业务能力仍需锤炼。”战备建

设处处长曹际新表示，他们把文职人员
的成长进步放在心上，组织 3名业务基
础较好、工作经验丰富的官兵骨干对陈
仕奇进行传帮带。结合帮带，他们还为
文职人员量身制订“多帮一”教学计划，
根据年度工作安排制订帮带措施，让文
职人员边工作边学习，全面提升业务能
力，尽快适应岗位需要。
“参谋要掌握‘六会’，更要有‘六

能’……”帮带中，曹际新不仅把自己多
年从事参谋业务的经验倾囊相授，总结
方便背记的方法口诀，还为陈仕奇制订
成长规划图。开展工作时，曹际新经常
结合任务实际与陈仕奇交流工作心得和
经验，他们不仅在交流学习中提升了能
力，也拉近了彼此感情。
“你制订的抗洪抢险预案有几个要

素没有考虑到，建议进行完善……”夜幕
降临，军分区参谋马明与陈仕奇一起研
究推敲应急抢险预案。马明说，这种结
合工作实践的具体帮带，能够帮助文职
人员直观了解工作任务，迅速提升专业
素养。“虽然完成一项任务花费的时间要
长一点、花费的精力要多一点，但从长远
来看很值得！”

将技能短板补扎实，把业务基础打
牢靠，开展工作才能行稳致远。这种针
对性、实效性强的业务帮带，让陈仕奇受
益匪浅。今年年初，陈仕奇独立完成多
项组训工作，受到上级领导和战友们的
肯定。“虽然走下高原、换上‘孔雀蓝’，但
在这里我也同样感受到组织的温暖、战
友的关心。”他说，“有这么多人支持帮助
我，我的工作一定能够做得更好。”

东营军分区着力从业务上帮带文职人员

适应岗位 精研业务
■张尚志 孟 程

“欧阳宇、黄聪等同志工作表现突
出、执行急难险重任务坚决、年终各项军
事考核成绩优秀，按照有关规定，特批准
荣立三等功。”前不久，在解放军第 926
医院表彰大会上，4名荣立三等功的文
职人员身披绶带，在热烈掌声中上台领
取立功证书。

据了解，这 4名文职人员曾参加军
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院内疫情防控、野
外联演联训、日常医疗保障等各类急
难险重任务，多次受到上级和战友的
表扬肯定。该院政委刘金山介绍，文

职人员荣立三等功在医院尚属首次，
这既是对文职人员工作的认可肯定，
也是鞭策激励。

近年来，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
推进，文职人员身份定位更加精准，职
业前景更加广阔，地位作用愈发凸显。
为持续有效激发文职人员建功军营，树
起新时代文职人员好样子，该院党委在
文职人员培养使用上明确：始终以备战
打仗、保障打赢为目标，立起“靠军事素
质立身、靠能力本事进步”的鲜明导向，
加强文职人员军事能力培养和思想政
治教育。

强军兴军融入血脉，姓“军”为战入
脑入心。该院始终瞄准军事斗争准备
前沿，组织文职人员参加联演联训卫勤

保障、军事比武竞赛、非战争军事行动
等大项任务，在多样化军事任务中磨砺
摔打，持续提升专业技能含“新”量、含
“军”量。

为推动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
良好局面，该院注重做好顶层设计，对文
职人员身份地位、待遇保障、职业发展、
职能使命、表彰奖励、培训考核、教育管
理、权利义务等进行统筹规划，科学定岗
定位，逐人绘制成长路线图，使岗位需要
与个人特长高度契合，将立功受奖、职称
评审、科室领导竞聘等与现役军人同等
考量，努力打造能够担当强军重任、服务
保障打赢的新型文职人员方阵。截至目
前，该院已有 10余名文职人员走上科主
任、护士长岗位。

解放军第926医院

4名文职人员荣立三等功
■李雪林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德贵

近日，国防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学院举行文职

人员任职宣誓仪式，70余

名文职人员在回顾党的

奋斗历程中重温初心、感

悟使命。

孙 敏摄

感悟初心
砥砺前行

逐梦之旅

连日来，新入职文职人员陆续

报到。为帮助他们融入部队、适应

军营，各部队坚持练政治与练军

事、学常识与学纪律、强思想与强

作风相结合，聚焦铸魂固本、突出

练技强能、坚持科学管理、强化作

风基础，开展岗前业务培训和军事

训练。

图①：武警警官学院训练基地
文职教员暴丽娜（中）与新入职文

职人员分享工作经验，畅谈心得

感受。 严易程摄

图②：武警四川总队医院新入
职文职人员李本燕（右）进行队列

训练。 李华时摄 ②②

春节刚刚过去，回首 2020年，我的
关键词是“抗疫”和“保障”。

去年年初，疫情防控阻击战骤然
打响。支队党委精准研判形势，划定
隔离观察区，通知在外休假人员归队
隔离。作为支队卫生队文职医师，我
知道这场“战斗”必然不会轻松，但我
责无旁贷。

隔离结束后，我主动请缨投入疫
情防控一线，担负隔离观察区保障任
务，坚持落实每日体温测量、环境消
杀、日常巡诊和整理隔离档案等工
作。那段时间，我不敢有一丝放松和
懈怠，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守
护好隔离区的战友，为他们筑起一道
“防火墙”。

疫情防控期间，很多暖心瞬间让我
觉得“医生”这两个字责任重大，不仅要
有妙术，更要有仁心。一次，我为中队

长王震波测量体温时，听他感慨“我的
生日只能在隔离区过了”。向隔离观察
区负责人汇报后，我立即请炊事班给王
队长做了一份“长寿面”。端着热乎乎
的面条，看着写满生日祝福的卡片，王
队长既惊讶又感动。从那以后，为过生
日的隔离官兵送上一份“长寿面”成为
惯例。

隔离期间条件有限，这份小小的关
心让战友们感受到温暖，也让我更加意
识到自己的价值。

下半年，我受命到训练基地新训
大队保障新训工作。与新兵同吃同住
同训练中，我不仅圆满完成医疗卫生
保障工作，还与这些可爱的战士们成
为朋友。

一次，新兵胡天龙腹痛难忍，并伴
有腹泻症状。我细致询问病史和饮食，
并对他进行检查，初步判断他可能患急

性胆囊炎。我立即上报连队，带他到总
队医院进一步检查治疗。经检查，小胡
确实患急性胆囊炎，医院外科主任对我
的准确判断和及时送诊非常认可。后
来，小胡的父母还专门给新训大队打电
话表示感谢。新训工作结束后，我被支
队评为服务保障优秀个人。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2021年，我
希望我的关键词是“扎实”和“进步”。

目前，支队卫生队医疗条件有限，
专业医疗力量比较薄弱，我的临床经验
也有很多不足，服务保障官兵还存在一
些短板。新的一年，我要立足岗位实
际，对部队官兵多发病、常见病进行深
入研究。同时也希望自己能有机会进
修学习，不断加强临床专业能力，更好
服务部队，为官兵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为强军事业增光添彩。

（石成涛、张 振整理）

为官兵健康保驾护航
■武警山东总队滨州支队文职人员 褚国瑞

人生的每一个选择，都通往不同的
道路，决定着不同的结果，我始终相信，
幸运从来不是偶然。紧张工作之余，望
望窗外一派新气象，回想自己一路走
来，从贫寒学子到进入部队，再到转改
为人武部文职人员，我内心百感交集。

我的家乡湖南茶陵是一座历史古
城，也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县之
一。家乡的孩子们自小受到谭家述等
开国将军以及谭余保等革命前辈的故
事熏陶，深信吃苦耐劳、勤奋学习能改
变命运。

高考时，我考取湖南师范大学国防
生，成为身边亲友们夸赞的榜样，也慢
慢体会到这身军装带给我的光荣。大
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武警吉林总队某
支队，在各项任务挑战中刻苦训练、快

速成长。2018年，在改革强军中，我转
改成为茶陵县人武部政治工作科的一
名文职干事。

人武部“面向三军、协调军地”的特
点，让我的工作内容有了很大变化。在
开展国防教育、征兵宣传、民兵训练等
工作中，我接触了很多家乡的学生。他
们就像曾经的我一样，即使条件艰苦、
资源有限，仍刻苦努力学习。

一次开展工作，我走进舲舫乡小
学，被浓厚的红色底蕴所触动。革命
年代，舲舫乡走出了谭家述等开国将
军。学校为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挖掘运用红色资源，将每个
班级都以人民军队的将军命名，编写
《将军故里红色舲舫》教材作为学生
必读书目，让国防教育融进课堂、融

入校园。“深入人心的国防教育是一
种优质教育”，这种理念让我深受启
发。

新的一年，我想利用现有工作平
台和环境优势，多学习钻研红色历史
文化，把更多红色故事、红色书籍、红
色歌曲送进校园，让更多学生接受洗
礼；我想多开拓挖掘一些新资源，制作
高质量的微视频、微课件，通过网络提
高传播质效，让国防教育的吸引力和
感染力再大些；我想多提供一些有价
值的意见建议，促进军地合力打造更
多富有国防教育特色的学校，让家乡
的孩子们在享受岁月静好的同时，自
觉厚植家国情怀、强化国防观念，让红
色基因代代相传。

（陈 余整理）

促国防教育融进课堂
■茶陵县人武部转改文职人员 罗 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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