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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旬，天气渐寒，重庆市綦江
区特殊教育学校却暖意浓浓。战略支
援部队某旅五班战士抱着几捆书，带着
篮球、足球来到学校，和孩子们一起读
书、做游戏。20多年里，这个班的战士
每周都会来看望孩子们。

1997年，重庆市綦江区特殊教育学
校搬到綦江区古剑山下，正好与这个班
为邻。回忆第一次来到学校的场景，在
这个班待了 16年的退役士兵郑勇记忆
犹新：孩子们明亮的双眸、天真无邪的
脸颊，一下子就抓住了大家的心。

随即，一场“特殊的爱给特殊的你”

的爱心活动开始了，战士们每周都会利
用党团活动时间和休息时间，来到孩子
们身边，讲军营故事、教队列动作、帮老
师教学。为保证爱心活动不断线，该班
党小组还立下“军令状”：只要在綦江一
天，就不落下一个孩子。

要说孩子们和这群“迷彩绿”的情
谊有多深，已参加工作的该校学生林
浩生感触最深。12年前，冬月寒风刺
骨，战士们巡线刚走出綦江，就发现一
群小伙正在嘲笑一个衣着单薄的孩
子。战士们立刻上前解围，脱下军装
紧紧地包裹着这个孩子。孩子脸色苍

白，一直用手比划着什么。战士们猛
然想起学校正在寻找一名聋哑学生，
核实后及时将他送回学校……这个孩
子就是林浩生。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特殊儿童，战士
们将学校情况、需要关注事项等汇编成
册，配合护线宣传，向当地居民介绍学
校情况。在战士们和学校的共同努力
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志愿者队伍。网
友“宇宙之星 CXY”的文章《走近綦江
特殊学校：“走进特殊学生的世界”》走
红网络，学校保安穆光静告诉笔者，这
名网友就是跟着一张宣传单，顺着一条

国防光缆路，找到了学校。
前阵子，战士们来到学校，发现魏

安国很久没上学了，便登门探访。“妈妈
说上学没用，让我在家种地。”魏安国低
着头答道。战士们苦口婆心劝导他母
亲：“张海迪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小儿
麻痹症患者郑丰喜通过读书求学赢得
美丽人生……”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魏
安国终于重返校园。

这样的孩子并非个例，周林杰在战
士帮助下成长为该校篮球队主力，篮球
队在战士们帮带下，获得綦江区初中组
篮球比赛二等奖。

在学校采访，孩子们都说，一天之
中最高兴的事，就是伴着清晨一声清
脆的哨响，迎着朝阳，和兵哥哥们一起
跑步。

（文中学生均为化名）

一个班与特殊儿童的不了情
——战略支援部队某旅五班帮扶特殊儿童纪实

■钟定航 刘家恺

11月 24日，老红军周志先
迎来 98岁生日。上午 8时，青岛
警备区官兵给他送来一份特殊
的生日礼物——一顶崭新的红
军帽，这让老人倍感惊喜。

周志先，山西石楼人，参加过
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湘西
剿匪，曾获三级八一奖章、三级独
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离
休后获二级红星功勋章。

陈 涛、本报记者 熊永岭
摄影报道

最称心生日礼物——

一顶红军帽

前不久，某部专门下发通知：“临
近年底，本级不安排工作组突击督查
检查，年度成绩评定按平时各项检查
累加。”消息一出，基层纷纷点赞。客
观来说，开展督查检查考核，目的是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以便更
好督促工作落实。从这个角度来说，
适当的、高效率的检查和督查，是有必
要且有意义的。

“不怕训练苦累，就怕检查折腾受
罪。”调研中发现，基层官兵迎接检查
有“四怕”：一怕检查态度差；二怕检查
天天来；三怕检查遇外行；四怕检查动
机偏。上级布置一项工作，下级没有
传达部署是一种打折扣；不考虑实际，
将本来50摄氏度刚好的水加热到100
摄氏度是另一种意义的“打折扣”。若
基层的时间、精力、资源若被大量占
用，官兵主业主责就难以落实。

2018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专
门制定下发了《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
考核工作的通知》，严格控制各类督查
检查考核总量，实行年度计划和审批报
备制度，强化监督检查考核结果分析运
用，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导向。在
年终这个特殊时间节点，各级不妨从清
理、规范督查检查考核破题，切实为基
层干部“减负松绑”，让督查检查考核指
挥棒真正发挥实效。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督查
检查只有控制数量才能提高质量，才
能让基层这根“针”可承受。从上级机
关做起，同类事项合并进行，涉及多部
门的联合组团，确保督查检查考核切
实需要、数量可控。

邓小平同志曾强调：“少说空话、
多干实事，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
不解决实际问题就是形式主义。改进
督查检查考核办法，必要的记录、台账
要看，但主要看工作实绩，不要繁文缛
节，不做表面文章。

督查检查考核的关键不在量而在
质，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就要增强

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科学性、针对性、
实效性，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
力深入一线、深入官兵，干实事、讲实
效。对政治坚定、奋发有为的干部褒
奖鼓励，对慢作为、不作为、乱作为的
干部警醒惩戒。完善考核评价体系，
把容错纠错机制落到实处，让基层干
部工作有信心、有底气、有奔头。

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谓的事务”
会越来越少，基层必将更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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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薄志远、记者熊华明报道：
“1号机组准备完毕！”“2号机组准备完
毕！”“开车！”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两架
战机滑向起飞线。初冬时节，东南某机
场，一场以大机群、全流程、夜间复杂条
件下多批多机快速出动为背景的飞行保
障演练如期举行。与以往不同的是，参
加这次演练的保障人员主要是东部战区
空军航空兵某旅航空机务专业预编预备
役人员，他们与现役骨干一道混合编入
保障机组，对战机实施精准保障。

空军航空机务人员被誉为“战鹰守
护人”，担负着飞行机务保障、保持飞机
处于完好和战斗准备状态的任务。前不
久，该旅动员征召分布在福建、江西、浙
江、安徽 4省的 40余名航空机务专业预
编预备役人员回营，补入原岗位展开为
期一周的技战术恢复训练，增强他们应
急保障的本领。

为高标准完成动员征召任务，该旅
提前向预备役人员所在地人武部发点验
函，核对预备役人员思想、身体状况，切

实摸清底数。征召开始后，他们按照动
员扩编流程和有关制度规定，主动对接
4个省军区，点对点实施精确征召。

“航空机务是空军主战专业，技术性
强、科技含量高、程序标准严、人才培养周
期长，地方基本没有对应的专业人员，预
编在部队原岗位的预备役人员是部队补
充专业技术兵员的主要来源，是战时首批
动员对象。”该旅领导告诉记者，此次征召
人员全部是该旅近 5年内的复转士兵。
针对他们的专业技能情况，该旅科学制订
训练计划，围绕专业理论、实装操作、合成
演练等重点内容精心准备教案，着力使复
训贴近实战。组训过程中突出实装实操，
战时干什么就练什么，发挥部队武器装
备、训练设施优势，区分机械、飞控、特设
等专业，重点组织机务准备、飞行保障、弹
药挂载等课目训练，狠抓技能恢复和补差
提高，切实提升实战化训练水平。

下图：预备役人员进行实装教学。
王思行摄

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组织机务专业预
编预备役人员回营训练

点对点精确征召 瞄短板混编合练

11月的关中大地，冷风冻雨，寒意
袭人。陕西省咸阳市民兵训练基地，一
场多要素、全时段、实案化课题演练正
在紧张进行，现役军官、文职人员、专武
干部和基干民兵悉数登场，指挥、控制、
协同、保障 4个方面 3大类 47项演练内
容全要素呈现。咸阳军分区对 14个人
武部进行抽考，优良率达90%以上。

“锣齐鼓不齐”，全员参训
难实现

训练考核逐个过关

此次演练，以“集中+分散”“分段+
连贯”的方式嵌入单个人员年终军事
训练考核。现场，记者对两件事印象
深刻。

3000米跑考核中，乾县人武部部长
赵希晶左脚踝疲劳性损伤未愈，42岁的
他全程坚持，取得15分12秒的好成绩。

渭城区专武干部王超文，手腕还处
于术后观察阶段，参加的 3个项目考核
全部过关。

考核报告显示：各人武部主官参考
率达 81.4%，专武干部和基干民兵参考
率均为 100%；同时进行的群众性练兵
比武竞赛多项成绩打破纪录。

曾经，部队参训率、优良率上不去，
人员到不齐，每天1小时的体能训练，参
训率不超过 60%。原因何在？该军分
区调查后发现，一是心思精力偏移，思
战想战的劲头不足；二是工作安排统筹

不合理。
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军分区

拿出 4招：“统”，各项工作统起来抓，重
点工作逐一与战斗力“对表”，砍掉 5项
琐碎工作；“逼”，对大纲规定的课目全
员普考、逐个过关，不合格者限期达标，
否则调离岗位；“包”，军分区处以上领
导分片包干，到人武部督导训练，未训
全的补训，未考核的补考；“练”，应急分
队集中轮训备勤、专业分队训练、群众
性练兵比武等大项训练活动不断线，月
考、季考、年终考一个不少。

11月底，泾阳县人武部文职参谋翟
超返回单位第二天就接到一份“补考计
划”。在考核方案上，记者看到，他们计
划分 3个批次，组织 19名未参考人员，
严格按照程序，逐人逐课目进行补考。

“穿新鞋走老路”，训练质
量难提升

练兵先练“兵教头”

人齐了，但一些单位满足于“人召
来了、都训到了、动起来了”，训练质量
在低层次徘徊。

谈及原因，咸阳军分区司令员程建
峰坦言，一个重要因素是教练员队伍人
才匮乏，缺少组训经验丰富的骨干。在
省军区组织的民兵教练员比武中，咸阳
军分区共派出 7名副部长，暴露出教学
骨干少的问题。

对此，该军分区拿出实招：选拔优

秀退役士兵、军兵种交流转岗干部和地
方专家3类人员充实教练员队伍。

他们对退伍返乡士兵特长进行登
记，结合民兵整组充分吸收有组织教学
经验的骨干；将军兵种交流到军分区的
组训人才纳入教练员库，充分发挥他们
教学组训的优势。

从火箭军交流到旬邑县人武部任
副部长的杜政委，已多次为全市民兵教
练员示范教学。之前，在一次比武竞赛
中，他被随机抽选参加“民兵抗洪抢险
基本知识”组训考核，凭借丰富经验获
得一等奖，从此“一战成名”。

此外，军分区还从当地党政机关、
高校、企业选聘一批专家，当起“兵教
头”。目前，市应急管理、水利、电信等7
个单位 20余名专家陆续入库，3所高校
与军分区签署协议，全区13支新质民兵
队伍均有领头人。

为了形成长效机制，军分区制定
《加强教练员培训实施意见》，探索教练
员培养途径，一批优秀民兵教练员在训
练场崭露头角。5月下旬，在陕西省民
兵“四会”教练员群众性练兵比武竞赛
中，咸阳军分区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名。

“不扬鞭不奋蹄”，从严治
训难立规

敢唱“黑脸”敢较真

去年年底，这个军分区组织所属人
武部开展军事训练考核比武，并将其作

为年终军事训练考核。不定范围、全员
参与的方式，让很多人体会到“本领恐
慌”。那次考核，2名干部因体能成绩
不达标，军事训练成绩未能评为优秀；1
名干部原来被列入后备，因军事训练成
绩不合格与晋升无缘，此举对部队震动
很大。

“一丝不苟落实规定，戳到了痛处，
扎‘醒’了不少人！”军分区政委张海山
介绍，军分区党委带头“唱黑脸”，分管
领导深入一线，直奔基层、直插现场，对
所属人武部的训练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现场指出备战打仗观念弱化、训练检查
考评不到位、参训统计不严肃等问题，
当场剖析原因，问题严重的责令在全区
会议上作情况说明。

为 挤 掉 训 练 考 核 中 的“ 变 通 余
地”，这个军分区还坚持“有考必评、有
诺必践”，区分民兵整组、训练考核、轮
训备勤、练兵比武、演习演练 6个类
别、12个分项、46项内容，遵照《军事
训练条例》和《军事训练大纲》，对 7项
工作、14个单位、102人进行评估排
序 ，横 向评等级、纵向看排名 ，部队

“马不扬鞭自奋蹄”，训练积极性被充
分调动。

上级硬碰硬，下级实打实。此次考
核，永寿县人武部综合排名第一。然
而，这个人武部的领导却充满危机感：

“今天是先进，明天还能继续当先进
吗？考场上行，战场上行不行？”他们对
演练进行复盘，查找问题，列出整改清
单，扎扎实实开展了补差训练。

“硬碰硬”才能“实打实”
—陕西省咸阳军分区坚持问题导向大抓练兵备战

■黄 河 王争光 本报记者 曹 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