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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东刚、阳吉成报道：“悬
挂公示栏明确官兵办理业务流程，协调
驻地有关部门办理军娃入学入托……”
近日，第 75集团军某旅军人大会上，机
关主动回应承诺服务基层事项，并就未
完成事项进行解释说明。这是该旅党
委坚持基层至上、倾心服务官兵的具体

行动。
“官兵是基层建设的基石，党委机

关把官兵冷暖放在心上，官兵才能把全
部心思精力聚焦在练兵备战上。”该旅
党委结合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
要》要求，不断完善机关服务基层机制，
通过座谈会收集问题、常委会研究解

决、军人大会作出回应和机关评价基
层、基层评价机关“双向满意度测评”等
方式，促使机关切实做到对基层“想服
务、真服务、会服务”。旅党委及时回应
官兵提出的意见建议，切实将解决基层
矛盾困难落到实处。

步兵一连晾衣棚漏水，当天修好；上

士周健健士官证丢失，很快补办……为
让机关提高服务基层效率，该旅还出台
硬性规定：手续材料齐全的请办事项，必
须及时办结；无法办结的必须说明原因，
并承诺办结时限；逾期未办结的，追究相
关人员责任。

真心换真情，真情赢兵心。前不久，
某营防化连上士桂海雄妻子临产在即。
疫情防控期间能否休假回去陪护，一时
成了他的烦心事。连队将这一情况上报
后，机关马上核实，在了解到桂海雄休假
地为低风险地区后，不到 1天便为其办
理了休假离队手续。桂海雄感动地说：
“党委机关一心为我们解难题办实事，我
要更加努力工作，回报组织关怀。”

第75集团军某旅完善服务基层机制倾力解难帮困

官兵需求件件落实处

本报讯 赵焕斌、张居俊报道：4月
上旬，第 78集团军某旅警卫勤务连文书
朱宜博来到机关，很快就办好了军人公积
金贷款等4项业务。返回连队后，朱宜博
点击旅强军网，勾选“为兵服务回声栏”中
的“办结”选项，并给出“五星好评”。他

说，“回声栏”回复及时、评价公开，让自己
感受到了机关为兵服务的真情实意。
“用‘为兵服务回声栏’追踪工作效

果，是我们提升服务基层质效的积极探
索。”该旅领导介绍，由于大项任务冲突、
人员分工调整等，一些官兵请办事项存

在办理不及时、解决不彻底等问题。为
此，该旅依托强军网开设“为兵服务回声
栏”，以官兵意见建议作为评价依据，实
时追踪机关服务基层工作效果。他们把
服务事项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并全部公
开，逐一建立网上档案，明确责任单位、

工作进度、完成时限，指定专人收集官兵
意见建议，实时更新上报工作进程和官
兵评价，对问题解决不及时、基层给“差
评”的业务科追责问责，并将基层评价情
况与科室年度评先挂钩。

该旅机关干部在“为兵服务回声栏”
看到，官兵对个人技能提升关注度较
高。为此，旅党委及时开办周末课堂，协
调驻地院校和培训机构老师来队，教授
常用办公软件等课程，获得官兵好评。

据统计，该旅“为兵服务回声栏”开
设 1年来，解决多个官兵普遍关注的矛
盾问题。在旅 3月份机关基层双向讲评
会上，基层满意度再次上升。

第78集团军某旅公开服务基层事项实时跟踪问效

基层建议次次有回声

4月中旬，夜黑如墨，渤海湾畔某机
场战机轰鸣。随着最后一架战机安全着
陆，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连续两
天的跨昼夜飞行训练保障进入尾声。

像往常一样，两发红色信号弹升空，
该场站官兵陆续退场。
“各单位注意！一架战机在降落过程

中发生故障，请迅速前出救援！”对讲机中，
突然传来特情指令。随即，特情警报拉响。

场务连上士郑相顺马上驾驶消防车
掉头赶往“事故现场”，其他消防队员也
赶紧穿戴好消防装具。

特情拉动演练在跨昼夜飞行训练保
障结束后展开，郑相顺还是第一次遇到。
“战争没有预先号令。”该场站站长

张明飞告诉记者，在夜间保障结束后开
展特情拉动演练，就是要锤炼官兵应急
处置和快速反应能力。

“飞机右轮胎着火！”听到指令后，郑
相顺和战友一起接上水龙带，操作水压
调节系统开始灭火。与此同时，医师张
杰和其他救护人员开始对“受伤飞行员”
实施急救……

虽然完成演练，但官兵最终成绩还是

被判“不合格”：由于暗夜视线差，官兵行动
迟缓，比规定时间晚到30秒，消防组扑灭
“明火”后对飞机降温时间不够……

“战场上，晚到 1秒钟都可能导致意
想不到的后果。”复盘会上，导演组成员
的话让官兵深刻反思。

特情警报拉响在退场时
■杨学强 李伟超 本报特约记者 孙 飞

4月中旬，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

某旅组织实弹打靶训练。

右图：对地面目标攻击。

下图：命中靶标。

王国云、詹伯钦摄影报道

4月下旬，解放军总医院京西医疗区组织急救培训。 孙碧红摄

克劳塞维茨指出：“突然性是一切战

略战术的精髓。”战争不会因为你还没有准

备而等待，打仗也不会按照你惯用的套路

出牌。当前，有的部队在日常训练中，依然

跳不出惯性思维的“怪圈”，每次演练都是

相似的特情，每次对抗都是类似的对手。

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我们应

该用打仗思维对待每次实兵演练，想想特情

之外的特情，练练方案之外的方案。只有把

问题解决在战前，才能在战时增加胜算。

训练中多一些“突然性”

■张 新短 评

“一定要完成任务，让马世超尽早通
过上岗资格认证！”自从被机关“黄牌警
告”后，作为帮带责任人的火箭军某部上
士董相明就暗暗下定决心。

董相明是该部专业技术骨干，参加

过不少大项任务，曾荣立个人三等功 1
次，4次获评优秀士官。这样优秀的“技
术大拿”怎会被亮“黄牌”？这事要从一
年前说起——

作为调整组建不久的新质作战力
量，该部为缩短人才培养周期，探索形成
了一系列新型导弹专业技术人才培养措
施。其中，“结对帮带”的育才模式由于
与训练的贴合度高，便于因材施教、固强
补弱，最受官兵欢迎。2019 年初，董相
明和马世超签下《帮带目标责任书》，结
成帮带对子。

起初，董相明对帮带工作十分上心，
为“徒弟”讲授原理机理、教学操作技能，甚
至周末一起加班补齐短板……马世超也
刻苦努力，专业考核成绩不断进步。

可后来，由于董相明参加某项任务，
需要投入大量精力，花在帮带上的时间
渐渐减少，帮带阶段目标完成度也随之
下降。任务归来，他又因家事探亲休假
一个月。再归队时，又被年终考核、评级
考试等多项工作缠身，董相明逐渐把帮
带的事抛在脑后。

去年底，机关组织考核验收，马世超
因成绩不达标，没有通过上岗资格认
证。作为帮带责任人，董相明被亮了“黄
牌”，受到批评。

这次考核中被“黄牌警告”的不止董
相明一人。据该部人力资源部门统计，
去年该部 396对帮带对子中，有 133对没
有达到预期目标，相关帮带责任人均被
问责。

深挖原因，一些帮带人精力有限、责
任心不强，机关对帮带过程动态监管不
及时、指导不到位等，都对帮带质效造成
一定影响。
“这 133张‘黄牌’，既是对帮带者的

提醒，也是对机关自身工作的警示。”为确
保帮带质效，该部党委成立人才建设领导
小组，为帮带对象“私人订制”精准培养方
案，详细列出每天、每周和每月的学习训
练内容清单，并定期组织监管问效。他们
还推行“帮带责任人与帮带对象”双向考
评机制，立起奖优罚劣鲜明导向……

栽了跟头的董相明，再不敢大意。
他按照机关要求，将马世超参加训练任
务、考核比武等情况实时纳入精准培养
档案，每月一小结，确保课目不缺、内容
不减、标准不降。

前两天，董相明参加完该部某集训队
授课后，天色已晚。为确保帮带工作不落
下，他拿起帮带计划，对照次日训练内容，
认真走了一遍流程，然后又站在马世超的
角度，对可能出现的疑问进行了针对性准
备。忙了好一会儿，他才满意地回到宿舍
休息。

在董相明尽心帮带下，马世超的专
业考核成绩排名靠前。董相明也在教学
相长中补全了专业训练漏项。
“大家都在暗地较劲，争着教、比着

学。”董相明介绍说，其他被亮“黄牌”的
帮带对子也在想方设法迎头赶上。他准
备再想点新招，帮马世超进一步提高训
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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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覃刚、王健报道：近日，陆
军军医大学高原军事医学系 2名有博士
学位的年轻业务骨干，主动申请赴一线
作战部队和学员中队岗位交流任职锻
炼，得到了系党委的认可和鼓励。该系
领导介绍，他们把满足高原部队任务需
要、建设全面过硬的教学科研单位作为
抓建目标，持续推动“教研为战”，培养出
一批奋发有为的青年骨干人才。
“要为高原部队培养好紧缺专业

人才，就必须建立起一支后继有人的
骨干梯队。”该系党委感到，培养好青
年骨干才能保持人才队伍结构合理。
他们放宽选才视野，在全校范围内组
织公开选拔“好苗子”活动，先后安排

55 名青年骨干跨岗担任科室副主任，
在重要岗位上进行培养。同时通过调
入、转改、选留等方式，及时补充 10 余
名年轻后备人才，进一步壮大了高原
军事医学骨干队伍。

为解决青年骨干能力素质单一等问
题，该系组织多种形式的骨干培训和学
习交流，并走开经常赴一线任务部队教
学见学、赴高原边防开展科学实验的路
子，不断加强青年骨干能力素质。

放手培养结出累累硕果，许多青年
骨干逐渐成长为科系建设的中坚力量。
前不久，该系教授高钰琪、张钢等人组织
撰写的多份关于高原部队军事卫勤问题
研究的学术成果被上级机关采纳。

陆军军医大学高原军事医学系跨岗培养青年业务骨干

选育“好苗”打造人才梯队
※ ※

鹰击长空啸海天，血性激扬铸忠魂。
“请放心，您未竟的事业由我们来

继承，我们将沿着英雄的航迹，挺钢铁
脊梁，铸海空利剑，在建设世界一流海
军的壮丽征程中，书写新的辉煌！”4月
27日上午，海军舰载航空兵某部全体官
兵的誓言响彻海天。

4年前的这一天，年仅 29岁的舰载
战斗机飞行员张超，在驾驶歼-15进行
陆基模拟着舰训练时，因飞机突发故
障，不幸壮烈牺牲。

4年来，该部官兵以各种方式缅怀
他、追忆他……他们把每年 4月定为“传

承英模精神、锻造英雄团队”活动月，以
此激励官兵把在学习实践活动中焕发
出的政治热情，转化为投身转型建设、
争当强军先锋的强大动力。
“张超，我军新型作战力量建设的

先行者，献身我国航母事业的英雄飞行
员……”4月上旬，在今年“传承英模精
神、锻造英雄团队”活动动员部署会上，
该部领导带领大家重温英雄事迹。一
幕幕感人画面重现，直击官兵内心，令
人潸然泪下。

南海，是张超曾经战斗过的地
方。驻训于此的该部官兵利用训练间

隙，来到张超英模挂像前，同步开展
“学习张超事迹、争当转型先锋”主题
党日活动。
“张超驾驶过歼-8巡逻西沙，驾驶

过歼-11B在南海战备值班。从陆基转
为舰基，他的飞行技能有口皆碑……只
剩下最后 7个飞行架次，张超就能飞上
辽宁舰了！”着舰指挥官王亮，和官兵一
同分享张超的奋斗历程，大家深受触
动：“张超牺牲后，我们不仅感到悲痛和
惋惜，更感受到责任与担当！”

英模精神激励打赢之志。连日来，
王亮带领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开展实战

化对抗训练，在英雄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继续奋飞。

海天之间，战机时而俯仰，时而翻转，
低空掠海、近距空战等多个科目“捆绑”实
施，10余套战术战法得到创新实践。
“向张超学习，必须把每次起飞当

成战斗，绝不让祖国海空受到任何威
胁。”科目越难他们越敢飞，任务越险他
们越向前。
“向张超同志学什么？为转型建设

干什么”“与张超相比，我还缺少什
么”……4月 20日，该部依托“深蓝微讲
堂”等平台，将学习张超事迹与“我为转
型作贡献”群众性大讨论活动结合起
来，引导官兵对标张超、认清自己，畅谈
感悟、查摆不足，营造人人学先进、当先
进的生动局面，坚定投身海军航空兵转
型建设的信念。

英模精神气贯长虹，强军事业催人
奋进。而今，张超的战友们驾驶歼-15
战机已经攻克在辽宁舰夜间起降等难
关，一批批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梯次衔
接、自信成长……这正是对张超最好的
缅怀和告慰。

沿着英雄的航迹奋飞
——海军舰载航空兵某部开展“传承英模精神、锻造英雄团队”活动侧记

■吴名鹤 张付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