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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中旬，中部战区陆军某防空团
导弹营营部楼道灯泡坏了，一名战士取
出修理工具，很快更换完毕。“要在以
前，即便换个灯泡这样的小事，也要由
连队逐级上报到营房股，机关审批后派
人过来才能换。”该营教导员赵志广感
慨地说。

说起这事，该团营房股股长赖超
也很无奈。基层报批忙，机关审批也
忙，他和同事几乎每天“两眼一睁忙到
熄灯”。
“重管理轻服务，就会出现把权力

攥在手心的现象。”赖超回忆说，那段
时间，团党委专门抽调部分机关干部
到营连蹲点，着重破解类似难题。很
快，他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是
主动放权，把可由基层行使的权力交
给营连，为每个连队配发包含各类基
本工具的修理柜；二是主动服务，为基
层培养一批兼职水工、电工、木工。实
践证明，既放权又服务，让基层和机关
同时减轻了负担。

然而，放权与服务谈何容易？“当
时，有人提出异议，让基层官兵自主维
修，出现安全问题谁来负责？修理工具
丢失或是损耗怎么办？”该团政治处主
任甄红亮说，换灯泡并不复杂，但如果
机关不敢扛事、不愿做事，缺乏主动服
务意识，简单的问题就会变复杂。

甄红亮举了一个例子：有段时间，
一说要加强手机管理，就搞层层审批。
军务部门要管手机，保卫部门也要管手
机，还需要层层签订责任状。机关总是
怕官兵使用手机出事，仿佛领导画个
圈、业务部门签个字、基层写了承诺书，
就心里有底了。如今，他们进一步规范
手机管理，在安全、保密、守纪的前提
下，给连队更大自主管理权。

机关放权，并不意味着推诿责
任。以往官兵训练结束后想使用理疗

仪，得去卫生队；营连想为哨兵配备微
波炉加热饭菜，需要向保障部门申请
报批……如今，机关各部门主动把办
公室“搬进”连队，进班排解兵忧。他
们从实际需求出发，为每个连队建立
“暖心屋”，不仅配备理疗仪和微波炉，
还配发理发工具、熨衣板、小药箱等常
用品。

记者在该团机关楼看到，大厅显
示屏显示着今年机关服务基层的 50多
件实事，大到“翻修训练场”，小到“为
家属院提供婴儿床”，每一件事都拉单
列表，并一一注明完成期限。在前不
久组织的一次问卷调查中，官兵对当
前减负工作的满意率高达90%。

做好服务与放权的加减法
——中部战区陆军某防空团着力为基层减负新闻调查之三

■本报记者 张 旗 实习记者 李力迪 通讯员 陈 洁

关注基层减负 激励担当作为

只有走进营连贴近官兵，才能

了 解 基 层 的 难 处 ，听 到 真 实 的 呼

声。“脱鞋下田”，转变作风，唯有时

刻警惕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侵蚀，

才能摸准官兵需求，找准基层减负

“痛点”。

服务基层不是一句空话，机关要

舍得放权，不要事事都让基层报批，应

该给予基层更多的自主权；机关不能

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要信任基层，

过多过滥的责任状其实就是推卸责

任；机关不能只管自己的“一亩三分

地”，还要做好统筹协调，避免基层官

兵为了办事“跑断腿”。

从源头上纠治“五多”干扰，机关

才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规划整体建

设。同时，基层松了绑、释放了活力，

官兵练兵备战的劲头才能更足。

“脱鞋下田”找准减负“痛点”

采访手记 ■李力迪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
第
七
十
二
集
团
军
某
旅
在
西
北
戈
壁
陌
生
地
域
组
织
战
场
机
动

演
练
。

彭
先
华
摄

5月29日，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开展大机群编队飞行训练，锤炼部队实战能力。 史帅磊摄

“进行关节放松按摩时，一定要顺着
关节方向适度活动，切不可用力拉拽，要
循序渐进舒展，否则容易造成损伤……”
在儿童节来临之际，联勤保障部队第
910医院专家医疗队前往晋江育婴院开
展义诊送温暖活动，医院康复医学科主
任李莉向育婴院工作人员现场传授儿童
关节畸形的康复保健动作要领。

晋江育婴院目前收养了 100多名儿
童，有的是聋哑和智障儿童，有的是被遗

弃后无人领养的孩子。今年“六一”前
夕，医院针对育婴院孩子多数患有先天
性疾病的实际，抽调眼科、康复、心理等
科室专家组成医疗队，赴育婴院开展义
诊送温暖活动，为孩子们进行康复治疗
和心理疏导。

由于孩子们长时间在相对封闭的环
境里生活，戒备心较强，对他们进行疾病
检查需要耐心。义诊现场，医务人员发
现有的孩子 8岁多还不能独立行走，肌

肉出现萎缩症状。针对发现的问题，医
务人员仔细检查，并参照之前的健康档
案，对孩子们近阶段身体情况进行健康
评估和治疗。

该医院医务人员除了治疗孩子们的
身体疾病外，还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
在此基础上，医务人员还对育婴院的工
作人员进行康复知识培训，现场讲解示
范如何给孩子做康复保健，并传授心理
疏导技巧。

倾情关注“特殊儿童”心理健康
■巴 涛 本报记者 孙兴维

爱心滋润春蕾成长
—各地军营关心关爱儿童的一组见闻

“我们从‘马背上的摇篮’一路走来，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5月 24
日上午，军委机关幼儿园组织的“六一嘉
年华”活动开幕，小朋友们表演的《红色
娘子军》《智取威虎山》等经典剧目，赢得
阵阵掌声。军委机关事务管理总局领导
告诉记者，近年来，总局在推进幼教工作
统管统保的基础上，从儿童成长特点规
律出发，探索提升幼教工作质量的方法
路子。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总局

组织所属 11所幼儿园的小朋友、老师和
家长，开展“六一嘉年华”活动，采取寓
教于乐、广泛互动的形式，让小朋友度
过一个欢乐的节日。这次嘉年华活动，
是军委机关提升幼教服务保障质量的
生动展示。

活动现场，小朋友们与老师、家长一
起进行趣味十足的游艺活动。小朋友们
动手制作砖雕木刻、水墨丹青等作品，参
与“军营小勇士”活动，体验抖空竹、射箭
等游艺项目，气氛欢快融洽。

据了解，军委机关幼儿园牢牢把握
“姓军为军”办园方向，坚持规范办园，加
强师资力量建设，积极开展军地协作共
建，为军人子女提供优质的学前教育。
他们按照统一计划、统筹调剂、就近就便
的原则，使 2000余名军人子女享受便利
入园服务；秉承主动高效服务理念，针对
部分官兵单位驻地较远、经常加班等实
际情况，提供晚接延时班、节假日托管、
教师随车接送等暖心服务，有效解决了
官兵后顾之忧。

倾心打造新时代“红色摇篮”
■本报记者 郭 晨 通讯员 顾 耘

“六一”前夕，西部战区空军某场站
官兵来到驻地一所乡村幼儿园，看望这
里的孩子。一位坐在窗边的孩子最先发
现了远处走来的一群天蓝色身影。“‘空
军爸爸’来啦！”在他的欢呼下，全班小朋
友纷纷围过来，开心地向窗外挥舞小手。

在这所戈壁深处的乡村幼儿园里，
不少孩子家境贫困，有的父母长期不在
身边，有的身患先天性疾病。每逢节日，
场站官兵便会带着精心准备的礼物出现
在幼儿园；每遇困难，官兵都会及时出
现，为孩子们遮风挡雨。久而久之，孩子

们给这群官兵起了一个温暖的称呼——
“空军爸爸”。

“空军爸爸”的到来，让幼儿园瞬间
变成欢乐的海洋。官兵给孩子们送来书
包，里面装满了精心挑选的礼物，削笔
刀、水彩笔……孩子们开心得手舞足
蹈。此前，得知“空军爸爸”要来，老师特
意组织孩子们排练了 10多个节目。天
真的笑脸、闪亮的眼睛、精彩的表演……
舞台上，孩子们用自己的方式诉说着感
恩之情。
“我长大了也要当解放军！”观看擒

敌拳表演时，小买吐逊突然凑到排长邓
嘉伟耳边轻声说了一句。小买吐逊来自
一个贫困家庭，刚到幼儿园时，身体很单
薄，不爱说话。官兵得知他的情况，为他
制订营养食谱增强体质，经常陪他聊天、
做游戏，还带他到军营参观。在官兵的
关心呵护下，小买吐逊逐渐打开心扉，变
得越来越阳光活泼。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有这群空军

官兵在，孩子们很幸福。”幼儿园负责人告
诉记者，幼儿园2017年建成后，场站官兵
的资助从未间断，受益儿童越来越多。

“空军爸爸”关爱边远乡村儿童
■杨华疆 苏延强 本报记者 李建文

“六一”前夕，西藏军区某特种作战
部队营区迎来一批特殊访客：高原军
娃。来自拉萨片区部队的 200多名小朋
友，在操场上搭起军人家庭小型露营地，
并分组参观部队营区、观看解放军叔叔
的训练课目演示。
“这种户外‘营地教育’，不但能与家

庭教育、学校教育互为补充，还能培养孩
子的协作精神和劳动技能。”西藏军区机
关幼儿园园长益西卓嘎介绍，在部队驻
地开展“营地教育”，更重要的是让军娃

走进军营，感受军魂，提升对军人的亲近
感认同感。
“这里就是爸爸平常训练的地方。”

观看特种部队官兵演示攀登、拳术、特种
射击等课目后，军娃们个个兴奋地上蹿
下跳。看完演示课目，军医陈龙抱着儿
子陈博翱开心地拍了一张合影。

陈博翱出生后，陈龙陪伴他的时间
很少。由于长期只能通过视频看爸爸，
博翱一度对爸爸感到陌生。陈龙告诉记
者，从前年开始，他带着博翱连续 3次参

加部队组织的“营地教育”和亲子活动，
孩子开始慢慢喜欢上军人这个职业，父
子感情也越来越好。
“由于平常与家人聚少离多，相较于

物质上的给予，边防军人往往更看重与
军娃的情感交流。”西藏军区政治工作部
干部处干事刘伟介绍，近年来，西藏军区
在解决军娃教育、就医等实际困难的基
础上，连续开展 5期“营地教育”，举办 3
届军事夏令营，搭建军人家庭情感沟通
的平台。

“营地教育”助力高原军娃成长
■陈锦涛 本报特约记者 许凌康

本报讯 潘昭、张国敬报道：4月 28
日至 5月 17日，解放军文工团派出两支
文艺轻骑队奔赴西北边疆，为新疆军区
官兵送去文化服务。活动期间，轻骑队
先后开展 37场服务演出，举办书画展览
32场。

轻骑队在边防哨所搭建舞台，用笔
墨抒写戍边情怀，编排创作了一批聚焦
部队练兵备战、展示边防军人无私奉献

的艺术作品。这些接地气、兵味浓、战味
足的作品深深感染着边关将士。

据悉，轻骑队分赴北疆和南疆两个
方向。服务北疆部队的轻骑队，融合歌
舞、语言、器乐等艺术形式，以灵活多样
的文艺演出，满足官兵文化需求。在中
哈边境线上的康苏沟哨所，队员徐茜演
唱了由哈萨克族民歌改编的歌曲《玛依
拉变奏曲》，拉近了与边防官兵和少数民

族护边员的距离。服务南疆部队的轻骑
队，则开展了书画展览、文化讲座、基层
采风、书法创作等活动。
“为边防军人送去‘文化大餐’的同

时，我们也从他们身上汲取到了精神养
分。”文工团带队领导说，演出之余，他们
组织队员参观基层部队荣誉室，参与训
练和巡逻任务，让队员们学习边防军人
扎根边疆的奉献精神。

解放军文工团文艺轻骑队开展为兵服务活动

“文化大餐”送到千里边疆

5 月上旬，新疆军区某团轻武器应
用射击比武现场爆出“冷门”：由各连选
出的 20名尖子射手，居然没有一个人的
射击成绩达到良好以上！

神枪手们缘何发挥失常？据介绍，
在以往的应用射击考核中，射手们搜索
前进 20米左右，靶标就会从前方靶壕升
起。可没想到，这次射手们前进了 40多
米，靶标却迟迟未升起……
“是不是靶杆出问题了，为啥迟迟不

出靶？”有人小声嘀咕起来。
正当射手们疑惑不解时，远处的靶

标突然升了起来，大家措手不及，慌忙
射击。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靶标没有按
“套路”在固定位置出靶，排列也不像以
往那样等高，而是参差不齐。此外，考核
组还释放“有毒气体”、制造噪音给射手
们“添乱”。

比武成绩揭晓，6 名射手不及格，
没有一个人的射击成绩达到良好以
上。出人意料的成绩，让参赛官兵羞
红了脸。
“比武考核，就是要多一些‘没想

到’。”考核组组长孟凡涛宣布成绩后，与
射手们交流心得，“敌人不会在固定位置
等着挨打。平时训练陷入‘套路’，打起
仗来就会‘栽跟头’。”

返回营区的路上，“发挥失常”的射
手们谈论着刚才的失败，他们思考着如
何应对将来“意外”频出的实战化考核。

新疆军区某团射击比武未按惯例升起靶标—

“敌人不会在固定位置等着挨打”
■陆文山 本报特约通讯员 黄宗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