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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支队举行“战盾-2020”保
障力量大比武，我荣膺“优秀卫生员”称
号。听着台下热烈的掌声，看着战友们
喜悦的神情，我不由联想起那段“败走麦
城”的经历。

去年初夏，经过 3个月的卫勤集训，
我被任命为中队卫生员。命令虽下了，
可我心里清楚自己这个卫生员多少有
些名不副实，因为实操的熟练度还远远
不够。

回到中队，这种焦虑随着时间流逝
渐渐淡化。平日里，面对战友的小伤
小病我见怪不怪，除了给点药品，说得
最多的就是“多喝点热水”这类“医

嘱”；一旦遇到伤病稍微严重的，我就
建议转诊去上级医院。久而久之，我
收获了“热水神医”的雅号。那段时
间，队干部也经常提醒我要好好提升
业务水平，而我却当耳旁风，心想反
正出不了啥事。

教训说来就来。没多久，支队随机
抽选人员参加上级卫勤力量大比武，我
竟然“中奖”。怕给中队拖后腿，我只好
开启备战模式，可临阵磨枪还是没能让
我顺利过关。在救护伤员考核时，因过
度紧张，本就不熟练的战伤救护屡屡失
误……最终，裁判组判定 2名伤员因失
血过多“阵亡”。看着成绩表上“不合格”
三个字，我当时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怀揣着忐忑的心情回到中队，想象
中的“疾风暴雨”不仅没来，指导员还安
慰我说，这次有不少抽点的基层卫生员
表现不佳，支队将再度进行补训，让我
把握机会，好好学习。看着指导员诚挚

的目光，我深深自责的同时也再度燃起
希望。

这次回炉集训如约而至，政治教育
与专家辅导同步进行，既让我树立起“战
场上没有局外人”的理念，更让我学到了
很多实用的专业技能。不仅如此，支队
还协调建立长效帮带机制，定期安排我
们去驻地医院实习。这样一来，我的实
操能力明显增强，履职信心也更足了。

身上有本事，心中有底气。在今年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作为单位防疫
一线的“前沿哨”，负责消毒、体温检测以
及护理观察被隔离人员……凭借过硬素
质，我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单位防疫工
作还多次受到上级表扬。

如今，我多次参加上级比武并获得
名次，还担任了支队的卫勤训练小教员，
战友都对我竖起大拇指：“‘热水神医’这
下可成了真神医！”

（贺韦豪、王泽华整理）

身上有本事，心中有底气
■武警湖南总队株洲支队某中队下士 黄德卿

“这些‘口头禅’就在我们身边，
是好是坏，来个情景再现自有分晓。”

前不久，海军陆战队某旅突击车
连政治教育课堂上，指导员张晓飞将
平日里“大行其道”的军营“口头
禅”集中展示，并安排两名事先排练
好的战士现场演示。此举一出，课室
里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台下官兵
个个睁大了双眼。
“这也太伤人自尊了”“换谁都想不

通呀”……听到嘀咕声，张晓飞顺势让
台下的官兵轮流登台发言，谈谈感受。
随后，又组织大家以“莫让‘口头禅’
伤人自尊、破坏关系、影响团结”为题
展开讨论。
“口头禅”为啥会引来一堂教育课？
原来，前不久的实弹射击考核中，

上等兵张帅因 5发 2中，成了为数不多
的不及格选手。“干啥啥不行，吃啥啥
不剩”“一看就会，一说就懂，一做就
蒙”……面对一波流“口头禅”的打
击，再次考核时，张帅不仅没有实现逆
袭，反而因过度紧张，打了“零蛋”。

打那以后，张帅一改往日开朗活泼
的性格，逐渐变得沉默寡言。指导员张
晓飞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列兵
李岩深夜和面，赶早起来做包子，本
想着给战友们做顿优质早餐。没承
想，因为没休息好，上午集中教育时
打起了盹。晚点名后，班长一句“不
打懒的，就打不长眼的”让性格要强
的李岩辗转难眠，最后敲开了指导员
的门吐露委屈。

一番促膝长谈，李岩带着笑脸走出
了房门。张晓飞心里却感慨良多：“口
头禅”虽小，却事关内部关系的和谐，

必须从细微处入手，给大家上一课，在
说话上做文章，让连队里少一些刺耳
之声。

这堂课效果如何？近日，当张帅和
一些训练成绩稍微落后的战友拼尽全力
之后仍进步不大时，迎接他们的不再是
那些伤人的“口头禅”，而是“别气
馁，多练练，你肯定可以的”“要掌握
发力点，放松一些，动作做到位”……
冷言冷语变成了暖心话，连队官兵更加
团结友爱，士气愈发高昂。

带兵人，少说伤人的“口头禅”
■姚冠辰

“这次问卷调查不设主题，大家想
咋写就咋写，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大家的
真实想法。”近日，参加问卷调查的 60
名官兵接过一张白纸后，第 75集团军
某旅合成三营会议室里爆发出一阵热烈
掌声。

在前不久该旅组织的一次官兵思想
情况问卷调查中，有 7 名官兵交了白
卷，其中一张背面写道：“问的我不想
说，想说的又不问。”随后的官兵恳谈
会上，不少官兵反映每次问卷调查大同
小异、形式单一，难以体现大家的真实

想法；出于各种考虑，大家要么写的是
“标准答案”，要么干脆啥也不写。

“问卷是机关自定主题的命题式问
答，许多问题并非基层所关注，大家
自然兴趣不高。”旅领导分析认为，不
少战士宁愿私下吐槽，也不愿通过正
规渠道提出意见建议，究其原因是机
关没有真正站在战士的角度想问题、
作决策。找准症结后，他们采纳部分
官兵建议，采取“白纸问卷”的方式
重新开展一次调查，让官兵放开手
脚、袒露心声。

新举措带来新风貌。梳理汇总“白
纸问卷”的过程中，机关发现不少“原
汁原味”的声音：家属随军一直没找到
工作，小孩入学问题还没办妥；平日里

杂活太多，节假日难得休息；训练形式
枯燥，练兵热情难以提高；文化生活单
一，娱乐项目太少……

随后，他们将“白纸问卷”反映的
问题拉单建表，逐项清查“欠账”，责
成机关相关业务科室深入营连，现场解
决问题，对不能及时解决的难题，承诺
解决时限，并请官兵予以监督。同时，
他们还畅通拓展民主渠道，在旅强军网
设立“问卷调查”平台并开辟公告栏、
设立首长信箱，通过定期召开机关基层
双向讲评会，广泛开展“一对一”谈心
等方式，收集官兵意见建议，进一步激
发基层干事创业的动力活力。在最近一
次基层满意度调查中，机关好评率较上
月提高了10个百分点。

第75集团军某旅

“白纸问卷”问出基层真实呼声
■赵 超 吉苏杰

值班员：第74集团军某旅作战支援

营教导员 梁越飞

讲评时间：10月16日

近期检查支委会记录本，我发现
个别连队对机关下发的通知，无论大
事小事都要组织召开支委会，这种做

法看似认真负责，实则不符合规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

明确，支委会讨论决定的主要事项有
本单位建设的规划和重要任务的部
署、官兵思想状况的分析和加强思想
政治工作的措施等。而凡事都开支委
会，不仅反映出我们对基层党建党务

工作不熟悉，而且容易使支委会流于
形式，造成大事议不透、小事议不完，
使支委会的应有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同志们，我们要切实转变作风、改进
会风，严格按照制度规定开好支委会，确保
议题不跑偏，不与日常行政事务相混淆。

（许生军、袁逸伦整理）

不可凡事都开支委会

深秋清晨，某机场格外清冷。中
部战区空军某师近百名官兵跑步奔向
战位，数架大型运输机发出巨大轰鸣
声，一场“不打招呼”的实兵拉动紧急
展开。

尽管任务难度、强度均不明朗，但
透过跟机政治工作干部、某大队教导
员郝伟亮坚毅的眼神，战友们能够感
受到一份尽在掌握的从容自信。
“敢于领受任务、敢于承担风

险、敢于迎难而上，是我们的光荣传
统，不论情况多复杂，我们一定能够
取得最后的胜利！”郝伟亮简短有力
的战斗动员，穿过嘈杂的声浪直抵
官兵心头。

胜战的底气从何而来？郝伟亮告
诉记者，战区空军构建的备战打仗专
项教育体系“动员案”，让他在任务全
程有了一张张管用的“底牌”。
“战机稍纵即逝，只有紧贴任务

才能抓住官兵的活思想。”任务间
歇，郝伟亮不禁回想起以往演习场
上的“尴尬”经历：部队即将开拔，他
精心准备的战斗动员，却因空话套
话多遭遇冷场；任务实施阶段，本想
着现场鼓舞士气，却总是说不到点
子上。

开展战斗动员是我军的优良传
统，老传统如何在新的战场环境中发
挥强大威力？在专项教育中，该师党

委按照“1+X+3”的模式构建备战打仗
“动员案”体系，逐步解开困局。

“1 就是全师开展教育动员的总
方案；X就是根据不同任务类型分别
动员的子计划、子方案；3 就是在每
次任务中，师团有誓师动员、营连有
补充动员、战地有临机动员。”该师
领导介绍，他们结合应对强敌专项
任务、重大演习和非战争军事行动
实际动态循环修案，依案开展演练，
检验建案成效；收集遴选优秀实案，
形成覆盖各方向任务、各层级单位
的教育动员实案库；指导部队利用
党组织书记集训、练兵比武等时机
设置动员专题开展竞赛活动，加强
重大任务教育动员检查评估，锻炼
培养一批行家里手。

多次参加重大演训任务的某团政
治工作处主任李世宁感慨：“库中有
案，肚中有货，心中才能有底，动员案
从根本上解决了教育动员讲不到位、
使不上劲的问题。”某团飞行大队教导
员卢阳也感同身受：“教导员、指导员
都是指挥员，我们必须练就战场动员
的过硬本领。”

战斗号角激荡人心，任务全程劲
风扑面。演练前，他们按照任务类型
提前制订政治工作想定，遴选优秀政
治工作干部拍摄制作教育动员示范录
像，下发部队学习借鉴、促进提高；筹

划准备时，营连政治主官随队合练，全
部进入战场、进入角色、进入情况；战
备等级转换前，政治工作机关取消原
定耗时几十分钟的誓师大会，改为机
组根据任务进程和作战时机自行组织
动员……
“别小瞧短短几句战斗动员，什么

节点说、说些什么、怎么说都很考验
人。”该师政治工作部宣传科科长吴熠
介绍，翼下动员、舱内广播、落地盘点，
都是任务机组在实战条件下总结形成
的战斗动员有效做法。
“我是空军 21041 飞机的机长，

我们机组全体人员很高兴能够搭建
这条生命航线。你们奉命出征、逆
行武汉，体现了白衣战士的家国情
怀和使命担当，祝愿你们能给武汉
带来更美好的春天，也祝愿你们此
战必胜、平安归来，向你们致敬！”在
疫情防控阻击战紧急空运任务中，
该师参谋长丁毅的这段机舱广播让
任务官兵激情澎湃，一经媒体报道
更深受网友热捧，几天时间浏览量
达数千万次。

动员案敲准鼓点，练为战步履
铿锵。今年以来，该师 10余次执行国
际军事比赛、跨国空运、前出岛链等重
大任务，高效有力的战斗动员始终伴
随万里航迹，官兵们士气高昂，交出一
份份优异的答卷。

如何紧贴实战组织开展高效有力的教育动员？请
看中部战区空军某师—

任务全程劲吹战斗号角
■龙德勇 本报记者 张磊峰 特约记者 张 雷

营连日志

值班员讲评

新闻前哨

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重任·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

“夫战，勇气也。”战争不仅是武器装备的对抗，更
是血性勇气的较量。顽强的战斗精神是我军的光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
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战争危险离我们并不遥
远。但也要看到，受长期和平环境、市场经济冲击、战
争形态改变等影响，部分官兵忧患意识淡化、意志品
质弱化、备战打仗虚化的问题不同程度存在。

军人生来为战胜，不可须臾无血性。面对我国安
全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面对

现实存在的安全威胁，我们只有保持旺盛的革命热情
和坚定的战斗意志，强化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
仗、随时准备打仗思想，才能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
新时代使命任务。

为此，我们从即日起推出“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
强军重任·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栏目，刊发各基
层部队充分发挥政治工作在练兵备战中的服务保
证作用，加强光荣传统教育和战斗精神培育的有益
尝试和经验做法。

如何紧贴实战开展教育动员？如何搭建教育平
台点燃思想深处的烽火？如何搞好红色基因传承，
激发备战打仗动能？第一组策划，我们透过中部战
区空军部队的生动实践，去逐一探寻答案。

——编 者

10月下旬，武警辽宁总队沈阳

支队组织新兵开展队列训练，淬炼

能力素质，帮助他们迈好军旅“第一

步”。

图①：创新方法严把训练标准。
图②：新训班长严密组织训练。

邹新江摄

迈好军旅“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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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谢小褀绘

干啥啥不行，

吃啥啥不剩。

一看就会，

一说就懂，

一做就蒙！

换谁都
不好受……

太伤人
自尊了……

学习不突出，
训练不突出，
腰椎盘突出！

你……

三号靶张帅，

上靶两发，

不及格！

你就“三积极”：吃
饭、睡觉、领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