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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因为“躺枪式”违规，新
疆军区某火力团三级军士长程欣着实
有些委屈。

去年年初，因为工作需要，程欣的
家属同他一起来到新单位驻地。此时，
家属户口还在原驻地，那么，她是否可
以继续享受随军未就业补助？

程欣最先想到的是查阅强军网，可
鼠标划过屏幕，论坛上众说纷纭，各种
版本的政策规定让程欣着实摸不着头
脑。走进连部翻看机关下发学习的政
策法规，还是没有找到如此“冷门”问题
的答案。于是，程欣只能来到机关，找
人力资源股的办事人员咨询。
“目前可以继续享受，暂时不着急

迁户口！”虽然心里还有很多疑问，可看
到机关干事正忙得“脚踢后脑勺”，程欣
也不好意思再追问下去。

谁知，前不久，团里清查官兵享受
“四项福利”待遇情况，程欣被查出家属
未按照规定在一年内将户口迁入驻地，

已经违规领取补助金有一段时间了。
这可真是“躺着也中枪”！程欣被责令
退还多领取的补助金，还在营军人大会
上作出检查。退还补助不是什么问题，
可作为连队的老党员，没有带头遵守法
规政策，还上台作了检查，沉重的思想
包袱让程欣觉得“没脸见人”，工作也不
在状态。

如此“躺枪”违规的不止程欣一
人。四级军士长董伟国听到自己被责
令退还保育教育补助费时十分疑惑：儿
子明明正在上幼儿园，年龄也符合要
求，咋就违规了？到机关一问，才知道
法规中还有“附加条件”——上公立幼
儿园不得领取保育教育补助费。董伟
国不禁感慨：钱没领多少，担责还挺
重！在此次清查中，有的官兵因违规享
受福利情节严重，甚至受到纪律处分。
这让不少官兵有了“情愿不享受福利，
也绝不能触碰纪律‘红线’”的想法。

此事引起该团党委高度重视，经过

调查研究，党委一班人感到，出现此类
问题表面上看是官兵对法规政策不掌
握，根子却在机关：有的机关人员对政
策法规未尽其详，对基层的咨询敷衍了
事，满足于“通知了、传达了”；而基层官
兵不了解情况又不敢反复问询，最终因
对政策一知半解而致使违规。

对此，该团随即开展“送法纪下基
层”活动，机关干部走进班排面对面送
法答疑；在强军网上开设“马上就办”平
台，各业务股指派专人负责，回应官兵
呼声，让冰冷法规制度转化为暖暖的官
兵获得感、幸福感……

此外，该团政治工作处还根据此次
清查结果梳理出 3类 13条“冷门”政策
法规，为“躺枪”违规人员制订“一人一
策”，手把手帮助其通过合法合规方式
享受福利待遇。这两天，程欣家属在该
团机关的协调帮助下，已将户口迁至新
驻地，并按照规定办理了领取随军未就
业补助手续。

新疆军区某火力团细化政策法规解读，打通服务基层“最后一公里”——

官兵不再“躺枪”违规
■台 浩 陈 琪 本报特约记者 黄宗兴

前段时间，得知自己报考军校的档
案材料通过审核使成绩顺利加分，第 79
集团军某旅上等兵潘春芳笑得合不拢
嘴：“我都做好心理准备不要这 20 分
了，没想到旅党委这么用心！”

今年，潘春芳报考军校，按照加分
政策可凭借自己取得的相关资格证书
和职业资格技能鉴定表加 20 分。然
而，由于父母在外地，受疫情影响无法
及时回家邮寄材料，他错过了材料上交
规定时间。

眼瞅着 20 分就要白白丢掉，潘春
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与他有着相似苦恼的还有上等兵
李军。他的母亲从外地匆匆赶回家
中，却怎么也找不到李军的职业资格
技能鉴定表，相关部门开具证明手续
繁琐、需要时间，母子二人只能眼看
着材料审核时限一天天临近却无计
可施。

走投无路，两人最后尝试给机关打
电话求助。
“关系到战士切身利益的事，绝不

能耽搁！”了解情况后，该旅机关一方面
立即与所在集团军和战区陆军负责招
生工作的业务部门汇报，另一方面多方
联系李军户籍地相关部门，协调补开材
料遗失证明。几经周折，两人的档案材
料在考试开始前一天被邮寄至考场，递
交给上级招生工作组，成功赶上审核
“末班车”。

不只是潘春芳和李军，其他 26 名
考生今年同样也享受到旅党委的温暖
关怀。

据悉，由于该旅驻地分散偏远，官
兵报考军校递交相关材料时，要在机关
和营区之间多次往返。今年受疫情影
响，人员进出营区管控严格，加之各分
队备战跨区演训任务时间紧，无法经常
请假，带来更多不便。对此，旅党委为

考生开辟“绿色通道”：各单位考生将材
料档案邮寄至机关，由机关相关科室统
一收取办理，并派出人员到现场点对点
逐人核实，考生无需奔波即可完成材料
递交。

王玖鑫是一名生长军官学员考生，
报考军校的材料手续比普通考生更多
更麻烦，今年考试结束后，他因病住院，
联系不便，报错了不少信息。机关了解
情况后，专门派人前往医院协助他整理
上报材料。“从考试到录取，机关‘一条
龙’服务到底，多亏了他们！”近日，得知
自己已被军校录取，王玖鑫喜悦之余满
是感激。

党委把战士的事放在心上，战士把
打仗的事举过头顶。日前，该旅所有参
加考试的战士均投入到野外驻训中，烈
日炎炎下，他们挥汗如雨，训练劲头十
足，在该旅组织的训练考核中，有 56人
夺得各专业头名。

第79集团军某旅关心战士切身利益，为报考军校官兵开辟“绿色通道”——

档案材料“直达”考场
■王钟卫 本报特约记者 海 洋

初秋，暑气未消的西北大漠，
第 74 集团军某旅官兵迎来某新型远
火武器系统使用首次考核。打开总
电源、检查电源电压是否达到额定
值……远火炮车内，新任炮班班长汪
升平对照“流程规范卡”，带领班组依
序完成 30余项操作和口令应答，2枚
火箭弹依令升空，成功摧毁百里外的
目标。汪升平告诉笔者，首次实弹射
击就能轻松打出满分成绩，这主要得
益于前期严格、规范的训练。

前不久，该旅完成某型远火武器
系统升级改造，新武器系统信息化程
度更高、原理结构也更为复杂。为夯
实新装备训练基础，如期形成战斗
力，该旅组建技术保障攻关组和指挥
流程攻关组。技术保障攻关组重点研
究新武器系统的操作使用和原理构
造，与厂家联系对接，梳理可能出现
的故障问题。指挥流程攻关组则重点
规范每一个岗位的操作流程，以及简
化实弹射击指挥流程。随后，他们将
两个小组的研究成果凝练制成“流程

规范卡”，并将卡片下发粘贴在各个岗
位醒目之处，时刻提醒操作手按规范
要求操作。

一次战术演练考核中，火控手钟
金运在完成弹道解算后，将诸元上报
给连指挥所，得到的回复却是“诸元
解算错误”。钟金运按照以往经验反复
验算却不得其解，正当一筹莫展之
际，他余光扫到“流程规范卡”，对照
卡片流程核对操作，很快就在弹道解
算的“注意事项”里找到了原因——
自己漏看了一个比较不常见的条件，
所以少了一步操作。按照“流程规范
卡”重新操作后，指挥所很快反馈：
“诸元正确，可以调炮。”

“每个岗位的操作流程、指挥流
程、注意事项和严禁事项都一目了
然。小小一张卡，简洁又实用。”该旅
作训科参谋李勇告诉笔者，新装备训
练仍处于摸索试错阶段，“流程规范
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官兵有效
避免操作失误导致事故的发生，官兵
对此好评如潮。

一卡在手，操作不愁
■王永杰 罗周清 本报特约通讯员 黄 海

8月中旬，陆军第73集团军某

旅组织濒海训练，磨练官兵战斗意

志，提升部队两栖作战本领。部分

战士由于首次参加濒海训练，十分

激动兴奋，在水中游完800米后，他

们手挽手冲上海岸，激起浪花朵朵。

朱 杰摄

下午轮到我在门岗执勤，远远看到
一辆越野车缓慢向大门驶近，我跑步来
到车前，叫停车辆：“请出示您的驾驶
证、行驶证和派车单！”“政委带车巡查
周边点位”……按规定做好检查登记
后，我打开营门放行车辆。看到政委郑
建勇从车窗里远远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我心里美滋滋的：“这次，我可以放心地
拦下‘一号车’啦！”

前不久，作为列兵的我第一次担负
门岗执勤任务，任务之前就有班长反复
叮嘱：“咱们大门岗哨不仅是旅队的门
面，更是营区安全的首道防线，要把营
门卫兵职责尽好。”我接过执勤装具，一
种强烈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一定要严
格按照条令规定，把岗站好、把门守
好！”

正当我绷紧神经、全神贯注地执勤
之际，急促的汽鸣声突然传来。我赶忙
准备跑向车辆进行查验，可一旁执勤的
班长却叫住了我：“‘一号车’你也拦？”
“班长，啥是‘一号车’？”“就是领导的
车，快开门放行！”

重新被“拉回”哨位的我一头雾水
的按着班长的指示做，直到车辆扬长
而去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规矩也有
例外的时候。”很快，我便“上了道”：凡
是领导及所乘车辆出入营门，我一路
“绿灯”，让领导充分感受“一路畅通”
的便捷。

可是 3 天前，我正照例“免检”放
行一辆外出的领导用车，一个响亮的

声音把我叫住：“同志，你过来一下。”
原来是正在检查营区秩序的政委，我
刚才不经查验就放行车辆的行为被他
撞了个正着，他在营门值班室详细翻
看了人员车辆出入登记本后，便将我
叫到身边。
“刚才车辆外出为什么不停车检

查，登记本里为啥没有领导用车出入记
录？”政委的质问扑面而来，我心里慌
张，支支吾吾地解释：“政委，我怕耽误
领导时间，让领导觉得我太愣……”
“条令条例是人人都要遵守的标尺

准绳，领导干部更要带头执行好规章制
度。哨位就是你的战位，营门卫兵要时
刻保持警惕，对所有进出的人员车辆严
格查验，才能确保营区安全。坚守战
位、严格检查怎么是‘愣’呢？”政委的一
番话打消了我的顾虑，也让我再次明晰
了自己的职责，我向政委保证：“一定守
好战位，做一名合格卫兵！”

告别“人情面”，远离“礼仪哨”，我
的干劲更足了。这不，刚刚结束的连务
会上，指导员孙晨还点名表扬了我：“政
委都为王宁点赞，他这个门守得好！”
（本报特约通讯员郭 阳、特约记

者田 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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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前哨8月下旬，新疆军区某团开展

实弹射击训练。训练间隙，他们

组织官兵进行趣味活动，活跃训

练氛围的同时让官兵放松身心、

增进情谊。图为官兵进行“骑兵

打仗”游戏。 张子龙摄

新闻眼

Mark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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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央、地方和军队层面，都

出台了不少政策法规，给予广大官兵应

有的福利待遇，增强他们荣誉感、获得

感、幸福感。但不可否认，在落实过程

中，仍有官兵享受不到应有的福利待

遇，甚至如文中的“程欣们”一样，还不

知不觉触碰了纪律“红线”。

这种情况，表面看是官兵对政策法

规掌握不准，但其根本在于机关工作浮

于表面，不够扎实到位。作为上传下达

的重要环节，机关人员如果对某项政策

法规都一知半解，只是将文件层层转

发，官兵查无可查、问无可问，势必导致

基层只闻其声，难解其意。不仅政策制

度落不到实处、收不到实效，还易使官

兵因“无知”犯错。

“ 基 层 官 兵 的 事 ，再 小 也 是 大

事。”各级党委机关应想官兵所想、急

官兵所急、帮官兵所需，把工作做在

前面。实际工作生活中，基层面临的

困难是具体的、复杂的，这就要求机

关服务基层更加注重科学精准，在深

刻领悟政策法规和上级指示精神的

基础上，结合本单位实际制订细化措

施，做好解释说明，多一些将心比心，

多一些换位思考。就像第 79集团军

某旅那样，考虑关乎官兵切身利益之

事时，想细一点、多走一步，“贴上去”

提供服务，官兵不再因为杂事分心，

练兵备战自然聚精会神。

服务基层不妨多走一步
■徐 雯

胡晓舟绘

浪花朵朵

是领导的车，拦不拦？

拦了，又怕领导有啥急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