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看点光靠主战专业，打不了胜仗；只有少数尖子，上不了战场

暖兵心、稳后院、提战力的务实举措，让军民鱼水情更深

军地合力，战斗力提挡加速
■本报记者 陈琼珂 通讯员 陈超 杨相腾

7月，骄阳如火，一场大规模实战化演练在
申城南郊某训练基地拉开序幕。运兵车、通信
车、救护车、指挥车、突击车激扬尘土。烟雾弹、

爆震弹、催泪弹不时炸响，武警特战队员们在
烟雾掩护下隐蔽接近“蓝军”，双方短兵相接，

硝烟味瞬间弥漫全场。

武警上海总队某部特战大队大队长汤军
义介绍，以往受场地限制，实战对抗难以展开，

如今在地方党委、政府的帮助下，部队有了可
以辗转腾挪的大场地，制约实战化训练的重要
瓶颈终被突破。

这是上海市委、 市政府全力支持部队建
设、助力战斗力提升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在上
海市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训练场地、

家属随军、子女入学等暖兵心的大事、烦事、挠
头事顺利解决，军地携手，在通往打赢制胜的
道路上轻装疾进。

“弄堂”部队有了训练场
执勤一支队十九中队新兵陈志林刚下连，

就觉得都市部队跟想象中的不一样，“有些寒
酸”。虽然中队驻扎在市中心，营房却是租借在
居民楼中，三室两厅里住着 40多人，平时走路
都肩碰肩，更别提开展训练了。

尽管驻扎在繁华都市，武警官兵们的训练
和生活却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光鲜亮丽。因
为守护上海重要民生目标任务的需要，总队大
部分单位驻守市区闹市。不少单位“蜗居”在高
楼、弄堂里，很多中队训练场仅有一个篮球场
大。每年新兵集训，各个支队“各显神通”，临时
租借厂房、学校作为营区，导致新兵基础训练
层次不一。

黄浦区执勤四支队机关和保障大队驻地
被官兵戏称为“空中楼阁”，长期租用一栋大厦
的三个楼层用于办公。在黄浦区委、区政府的

帮助下，总队以其他地方的土地产权置换上
海某校区，解决了该支队机关和保障大队多
年无独立营区和训练场地问题，黄浦区还在
改建经费、置换审批等方面给予有力支持。

奉贤区某训练基地内，机动二支队教导
员队长吴潇正在组织教导队训练，400 米障
碍、 战术演练、 自由搏击等各个课目声势浩
大，官兵们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却感觉酣畅淋
漓。吴潇介绍，依托这块占地 255亩的训练基
地，教导队绝大多数课目训练都可以开展。

去年底，在奉贤区的牵头下，总队与该
区某闲置学院签订了为期 3年的租借协议。

今年 1 月初， 奉贤区政府现场办公特事特
办，对年久失修的电路、自来水管、排污管道
进行改造，用最快速度、最短时间接通水电，

保证了训练基地及时启用， 总队勤训轮换、

教导队集训、教练员集训和新兵统训得以顺
利进行。

6月 28日，公安学院闵行训练基地室内
靶场枪声不绝于耳，总队训练处参谋钱骏捷
打出 47环的优秀成绩， 欣喜地将靶纸撕下
带回珍藏。据了解，总队机关干部定期前来
进行实弹射击训练已经成为常态，依靠这种
“借船出海”的方式组织实弹射击训练，机关
干部手枪射击成绩在半年军事考核中陡然
提升了近 30%。针对总队靶场稀缺，实弹射
击训练展开不便的情况，7个区公安局与总
队各单位达成了场地共用协议， 实弹射击、

催泪弹投掷等平时难以开展的科目得到有
效解决。

“受训练场地制约的难题得到解决，官
兵们的参训热情愈发高涨。” 总队训练处处
长张琦欣喜地说。

部队公寓有了“学区房”

7月 16日上午， 送走前来家访的老师
后，机动二支队军嫂王中霞心中的石头落了

地，困扰她和丈夫许久的孩子入学难题，在总
队党委和地方政府的推动下迎刃而解。她激动
地告诉记者：“没想到咱们军属公寓楼也有了
‘学区’待遇，以后孩子可以就近上学了。”

去年初， 王中霞跟随丈夫转隶到上海，面
对举目无亲的环境， 王中霞夫妇心中有些忐
忑，数百名因为调整改革转隶到上海总队的官
兵心情也是一样。

优先随军落户、及时安置就业、支持数百
套保障房……上海市委、市政府一系列务实的
配套举措让这些官兵心头一暖。

然而不到一年， 一个新的难题横亘在王
中霞和一众军属面前， 不少军娃到了上学的
适龄年纪。 位于普陀区的部队公寓房属于小
产权房，并没有被教育部门划入学区，住在这
里的军娃无法就近入学。 眼看着今年入学报
名的截止日期临近，王中霞与丈夫商量，把孩
子送回老家上学， 但从此一家人就要受两地

分居的煎熬。

总队党委了解到部分官兵孩子上学难的问
题后，有关领导多次走访普陀区政府，反映部队
官兵面临的实际困难，商请帮助解决困难。在认
真研究论证后，普陀区政府同意给总队的 224套
公寓房就近学区待遇，23名适龄军娃实现了就近
择优入学。

上海人民的热情让官兵们心存感激。担心一
些孩子功课跟不上进度，长宁区部分学校为执勤
一支队军娃定制了涵盖主要课程和业余兴趣班
的“学习大礼包”；针对官兵和家属忙于工作，孩
子暑期没人照看，市退伍军人事务局量身定制了
“军娃夏令营”计划……官兵们说，为了第二故乡
的安全稳定，流再多的血和汗都值。

军民团结如一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 在世博
会、G20峰会和进博会等重大保障任务中，在抗击
雨雪冰冻、抗洪抢险等危难时刻，武警官兵经受住
了严峻考验，交上了一份份合格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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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琼珂
通讯员 刘勇 汪贵贤

593 舰出海巡逻归来，按
照工作计划，下午就将开展一
次战备教育专题授课。巡逻期
间，舰政委王建忠对机关的通
用提纲进行了消化，结合舰上
官兵思想和任务实际进行了
精心准备。

这堂课，王建忠显得很从
容，大家听得很认真。进入新
时代，部队思想政治教育遇到
了新情况新问题。要解决好这
些新情况新问题，政治教员是
基础、是关键。如何培养、用好
“四会”政治教员？年轻官兵到
底喜欢什么样的政治教员？政
治教员在新形势下如何做好
思想政治工作？驻沪海军某基
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百花齐放”的骨干
走上领奖台，从战区海军

领导手中接过烫金的证书，某
舰船器材技术保障大队某中队
中队长刘鹤仍然有点不敢相
信，自己一个“业余选手”，居然
能杀出重围， 在战区海军优秀
“四会”政治教员比武竞赛的舞
台上斩获第二名。捷报传来，中
队官兵沸腾了。一名战士坦言，

虽然刘中队长一直很受大家欢
迎， 但谁也没拿他跟优秀 “四
会”政治教员联系在一起。

同样让基地官兵感到惊
讶的，还有某预备役扫雷船大
队机动修理队副队长彭珏巍、

某军械技术保障大队技术室
助理工程师王思卿，一个是军
事干部， 一个是技术干部，却
纷纷登上基地优秀 “四会”政
治教员的领奖台。

从政工干部“一枝独秀”，

到各级各类骨干“百花齐放”，

优秀“四会”政治教员比武擂
台上的新变化带来了工作新
局面。基地提出“四个坚持”导
向，即坚持基础工作的认识导
向，坚持以评促建的目标导向，坚持抓先带后的思
路导向，坚持德才兼备的价值导向，构建起一整套
精细化的考核评价体系， 倒逼各级给政治教员、思
想教育骨干压担子。

如今，基地通过层层开展“四会”评比竞赛，立起
了重视“源头工程”的鲜明导向，长短优劣一“考”了
然，少数尖子过招的“擂台赛”变成了人人参与的“团
体赛”，涌现出一批在海军甚至全军取得优异成绩的
“四会”教员，有效带动了更多官兵积极抓教研教、组
教施教，“三尺讲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

平时“家常菜”也要吃好
刚在优秀“四会”政治教员评比中夺得名次，却

在日常教育课满意度测评中“栽跟头”。去年，某护
卫舰支队 524舰副政治委员蒋军军的一段经历，在
基地引发一场大讨论：台上自己手捧教案，照本宣
科，台下不少战士无精打采。课后的抽查中，一些战
士支支吾吾，课后满意度测评也不高。

“金牌教员”日常讲课为啥获差评？蒋军军说，

现在全军上下都在大抓实战化训练，战备训练任务
繁重，舰艇刚出海归来，又要急着完成规定的教育
任务，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好好备课。

“‘精品课’再好，平时‘家常菜’吃不好，还是营
养不良。”基地政治工作部宣传处副处长、全军优秀
“四会”政治教员刘润科坦言，要备好一堂课，得调
研官兵思想，搜集大量素材，精心准备教案和多媒
体课件，没有十天半月根本下不来。

为了最大限度发挥政治教员们的优势，“最佳一
堂课”“百人百堂精品课”“优秀‘四会’政治教员巡回
授课”等活动相继在基地部队展开，他们打破单位建
制限制，广泛开展“教育众筹”，建立优质教育资源共
享库，提高群众性、自助式、互动式教育实效。

同时，基地结合经常性随机教育，要求统筹安
排非政治干部参与进来，推行“组合式”备课，即一
堂课由政治干部主讲出思路、搭框架，非政治干部
出点子、举例子，分担备课压力，共同参与提高。

走进年轻官兵内心世界
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关。通信站政委

白永锋讲了件事：为了给站里官兵讲如何激发军人
斗志，一位中队指导员上网搜集一大摞资料，还精
心制作了多媒体课件。可令她失望的是，效果并不
好。 有官兵坦言：“指导员讲的李云龙打鬼子的故
事，入伍前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想知道的是，天天对
着电话线如何找到军人的斗志！” 官兵的话令她汗
颜，原来讲了半天没有对症下药。

在该基地，某艇教导员邓日纪上课“好听”是出
了名的。 他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要过好网络语言
关。为了走进年轻官兵的世界，从来不玩手机游戏
的他，花两个月时间尝试了王者荣耀等游戏，还关
注了一些有趣的抖音账号，并将这些新鲜内容与政
治教育巧妙结合起来，官兵反响很好。

为了进一步丰富教育形式，基地还专门组织兵
王故事会， 挑选出各个专业岗位的 6 名一级军士
长，登台讲述成才故事，内容精彩纷呈，现场互动热
烈。变化不仅仅在课堂，在强军网、在手机 APP、在
微信公众号， 处处都可以看到政治教育在影响人、

感染人、打动人、启迪人。

面对这一可喜变化，基地领导说：“思想政治教
育只有紧跟时代步伐、创新机制手段，才能调动起
青年官兵参与教育的积极性，真正入脑入心。”

八一前夕，驻沪海军某部老战士、抗美援越扫雷
作战二等功臣夏三保受邀回部队亲述历史。 （资料）

上高原、斗严寒、战风沙，空军驻沪部队大抓练兵比武，坚决捍卫沪空安全

不敢打的实弹打了，不敢训的科目训了
■本报记者 陈琼珂 通讯员 殷建宇

西北大漠， 航空兵某旅战鹰呼啸而起，

对准靶心， 精确制导炸弹精准命中目标；东
部海岛， 旅领导和雷达站官兵同台竞技，兵
器保障技能考核正如火如荼进行； 江南仓
库，下达任务、化验、接收油料，一整套流程
安全高效、有序展开……空军驻沪部队到处
一派火热的练兵比武景象。

今年年初， 习主席签署军委 1号命令，

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令，吹响了练兵备战的
时代号角。空军驻沪部队迅即召开军事训练
会议，成绩晾一边，问题摆台面，全面审视练
兵工作存在的薄弱环节， 征集意见建议 23

条，融入练兵比武《实施方案》，推动该部群
众性练兵比武向更高平台迈进。

练兵“准星”瞄准实战
练为看还是练为战？这关乎练兵比武的

根本指向问题。翻开该部各旅团上半年训练
情况，可喜地看到，过去不敢打的实弹打了，

过去不敢训的科目训了，过去不敢去的险难
环境去了，跨区机动、成体系对抗已步入新
常态。

军事训练离实战越近，离打赢就越近。所
属航空兵某部国产新型飞机接装刚满两年，

初露锋芒就已战绩显著。如何抓好改装训练、

尽快形成战斗力？ 该部党委决定从思想上的
“改装”开始，摒弃过去因循守旧的观念、按部
就班的程式、消极保安全的积弊，让飞行员在
恶劣条件中飞，在逼真战场中练，与其他机型
以及地导、 雷达部队常态化开展协同对抗训
练，逐步验证新机体系作战能力。

飞行员郭金文就是一名受益者。这个飞
行时间仅数十小时的“年轻后生”被大胆启
用，放在大项演训任务一线历练，在“实战”

中开阔视野、提升本领。在一场空防体系对
抗中，郭金文克服低能见度、大侧风、雨雪天
等复杂天气影响，首次首发空地导弹一击命
中、直贯靶心。

空军驻沪部队针对近年来执行重大任
务频繁特点，注重将练兵比武融入部队演训
任务实践，锤炼官兵过硬军事素质和战斗精
神。一年多前，所属航空兵某部首次上高原
执行驻训任务，谁也没料想，不仅官兵高原
反应剧烈，飞机也“水土不服”，入驻当晚就
“趴了窝”。人员转场奔波、疲惫至极，要不要
先休整缓一缓？临时党委一班人简单碰头后
形成共识：“打仗可不会给你喘息的时间，必
须按时限完成‘战备值班’准备！”

“同志们，大家上高原、斗严寒、战风沙，

为的就是让飞机尽快升空，让敌人不敢越雷
池半步！这是党、祖国和人民交给我们的光
荣任务，大家能不能做到？”“能！”声音响彻
高原。风沙过后，大家与时间赛跑，调整参
数、试车、再调整、再验证……发动机起动成
功了！那一刻，所有机组成员都忘记了疲惫，

欢呼雀跃。连续奋战两天两夜后，伴随着发
动机的轰鸣声，战机腾空而起、刺破苍穹。

“海拔近 4000米，说话语速快了都要大
口喘气， 夜间的温度降至摄氏零下十几度，

手脚冻得几乎失去了知觉。”谈及那次经历，

周伟感慨这样的特情， 着实练了一场兵，官
兵打仗本领和战斗作风得到了很大锻炼。

全员额全岗位动起来
“真没想到我这个‘新干部’，也有机会

参加空军比武竞赛，不仅夺得第一，还荣立
三等功。” 下部队刚满两年的航空兵某部机
务大队机械师李平至今难掩兴奋。

说起李平夺冠，还真有一段插曲。原来，

去年该部机务大队在选拔空军 “机务尖兵”

比武竞赛人选时， 面对卫冕的期望和压力，

个别大队领导提出， 要遴选参赛经验丰富、

应试能力较强的人员， 进行集体 “闭关强
训”，增加夺冠保险系数。照这个标准，李平
很明显“资历不够、经验不足”。

到底是盯着名次凑尖子，还是全员抓训
强能力？这个问题上了党委议训会。“战场上
每个人都是战斗员， 敌人的子弹可不挑人！

拿‘应试思维’在战场应考，本身就是‘和平
积弊’，即使侥幸获胜，也经不起战火考验。”

该部政治委员沈立新及时纠偏正向。党委一
班人在讨论中形成共识， 比武竞赛只是手
段，重要的是全员额、全岗位都动起来，扎扎
实实落实训练大纲， 提升部队整体训练质

量，才能真正提高部队整体战斗力。

就这样，一批年轻干部脱颖而出、走进赛
场。刚开始，李平自己也有过犹豫彷徨。理论知
识匮乏，大队就安排院校专家、以往比武冠军
进行辅导授课； 集训期间家庭矛盾困难多，政
治干部就主动靠上去，了解情况，谈心疏导，帮
助解决……“李平们”果然不负众望。去年，该
部机务大队在空军机务尖兵比武中斩获三连
冠，7人获得名次、4人夺得单项第一。

“光靠主战专业，打不了胜仗；只有少数尖
子，上不了战场。”为此，该部对照法规和大纲
要求， 将群众性练兵比武向各岗位官兵延伸，

从基层营连到首长机关、从普通一兵到旅团干
部、从作战岗位到保障专业，上上下下都掀起
了你追我赶的浓厚练兵氛围。 功夫不负有心
人。今年以来，该部先后在上级“敌情通”比武
竞赛和政治工作红蓝对抗中摘得桂冠，实现了
从“倒数第一”到“两个第一”的跨越。

以创新探索胜战密码
今年初，所属航空兵某部召开年度军事训

练会，就如何在部队高度分散的状态下抓好群

众性练兵比武展开讨论。为此，他们实行片区
分管制，外出驻训、执行任务由一名常委带队、

分摊负责，抓好所在片区练兵比武，并按所担
负的任务特点量身定制“练兵比武计划”，定期
通过随机抽点官兵，随机确定课目，对官兵进
行摸底考核，走出了分散练兵的新路子。

“以往部队多摊驻训，练兵人员散、统筹
难、效果差，现在片片有人管、人人在网络。”该
部政治工作部主任曹仕军介绍说。

老先进如何激发新动能？ 必须忘掉昨天，

不断创新。所属航空兵某部参加战区空军以上
比武竞赛， 共夺得 7个团体第一、15个单项第
一，政工系统包揽了“四会”授课比赛、战政和
纪检监察系统比武第一名。

探索其中的胜战密码，大家提到最多的是
“创新” 二字。“政治干部研究军事研究打仗，就
必须深得进去、 有所创新，‘大路货’ 已经不行
了。”回忆起捧起“战政”比武的桂冠，该部政治
工作部主任王坤平满是感慨。原来，去年他带队
参加比武，刚开始心里一度没底。作战筹划多次
邀请作侦、训练、地防等部门领导，一起研究、调
整修改，3页纸改了 30多稿，最终一举夺魁。

武警上海总队开展实弹射击训练。 王亮 摄

空军战机冒雨起飞 均 李吉光 摄

紧急登机 动若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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