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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指导组马上来了，赶紧‘消
失’！”11月下旬，听到上级检查指导组
要来的消息，新疆军区某炮兵团导弹连
连长唐菲立马指挥全连集体“隐蔽”。
这已是本周第 4次迎接检查指导组，唐
菲直言积累了不少“迎检”经验。

对唐菲而言，“躲”实属无奈之
举。今年，针对野外驻训时间长、人员
高度分散的实际，团里专门成立检查
指导组，临近年底更是隔三差五“光
顾”基层。起初基层还很欢迎，可后来
发现，检查指导“只指不导”，不仅通报
批评还要进行问责处罚。

一次训练过后，唐菲组织官兵原
地休息，恰好被检查指导组“逮个正
着”。唐菲上前解释，却被检查指导组
回绝：“问题多少都要有点，不然领导
说我们不认真。”

结果可想而知。周五交班会上，
唐菲不仅被团领导点名批评，还在会
上被责令拿出整改措施。
“成天躲检查，这训练还咋搞？”实弹

射击考核临近，班长骨干看在眼里急在
心头，向唐菲发牢骚。可唐菲只能无奈
摇头：团里对训练管理情况实行量化评
比，检查出问题就扣分，月底还要“算总
账”，这个分丢不起！

结果，实弹射击成绩下来了，导弹
连 4 发导弹 2 发脱靶，被判定为不及
格。团长鲁智强蹲连帮助查找原因
时，唐菲忍不住向团长吐槽：不是训练
不用心，天天忙着应对检查，哪有时间
搞训练？

得知情况后，鲁智强仔细翻看下
发的检查通报，发现有的连队一周甚
至被通报 10多次，被通报的单位既要
分析原因又要拿出整改措施。“新体制
下，检查指导坚决不能扰乱基层秩

序。”在团党委推动下，团机关转变指
导方式，重新规范检查内容，重在指导
帮带，并定期组织基层与检查指导组
进行双向讲评。

检查指导组改头换面变身服务督
导组，过去的“迎检”经验用不上了。
前几天，服务督导组来导弹连检查，发
现连队供电线路老化，第一时间联系
营房部门进行更换。送走服务督导
组，唐菲高兴地说：“这样的检查我们
欢迎还来不及，哪会再躲呢！”

唐连长的“迎检”经验用不上了
■李 高 蔡 圣

近日，到营连检查经常性教育落

实情况，一名上士班长向我们“吐槽”：

机关一年到头检查工作落实那么多，

也应该查查好政策“落地”情况。

说者“有心”，听者有意。这一检

查，却发现问题不少：“不少高级士官

的妻子在驻地打工，按新政策可以享

受轮休，然而大都因驻地偏远交通不

便，难以落实”“官兵家属临时来队探

亲可以派车接送，可不少官兵体验过

后，却因申请程序复杂主动放弃这一

福利”“确因工作需要导致未休假探亲

或者未休满假的，应当按照规定发放

经济补偿。对于这一政策，大家都拍

手叫好，却迟迟不见补偿”……

由此不难看出，一些好政策在执

行速度和落实效果上，与官兵期盼

确实存在“落差”。好政策带来的利

好，让基层官兵看到了益处，但如果

落实中打折扣，甚至不落实，伤害的

不仅是基层官兵的感情，更是机关

在战士心中的形象。

再好的政策，如果不“落地”，最后

都是空的。把好政策的落实一抓到

底，需要机关既要有决心与担当，也要

有督促与检查。通过督查，纠正各种

不符合政策和上级决策的行为，同时

也可以发现政策落实中的“空隙”，进

一步改善服务。

因此，各级机关在重视战备训练等

中心工作检查督导的同时，不妨抽出时

间和精力，顺带查查好政策“落地”情

况，切实把好政策落实到官兵心坎上。

查查好政策“落地”情况
■何艺海

本报讯 王鑫、于洋报道：11月底，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四营二连传出喜讯：
新转隶的正排职代理连长范二虎，因实
绩突出被提升为正连职连长。与范二虎
一样，从其他部队转隶而来的 19名干部
经廉洁考评、军政考核等环节，走上新的
岗位。

今年 6月该旅刚刚组建，官兵来自
20个单位。转隶之初，不少官兵曾有顾
虑：到新单位重新定岗，不熟悉新领导，
怕影响个人成长进步。该旅政委郭红庄
公开表态：要按战斗力标准选人用人，干

部提拔不问“出处”重实绩。
组建不久，该旅就派人赴 20个整编

单位采集分流来的人员数据，根据过往
成绩排名筛选、优中选优定编上岗；修订
《干部选拔任用实施细则》《指挥军官能
力素质考评标准》等具体规定，将提拔指
标向在重大任务中表现突出的干部倾
斜；积极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公开个人考
核成绩、成长履历、实绩功过，让选拔在
阳光下运行。

新转隶干部白杨素质过硬，此前因
原单位编制限制，在副连职岗位上迟迟

没有得到提升，这让他产生“向后转”的
念头。然而，白杨没想到的是，来到新单
位他不仅没有遭遇“晋升天花板”，还因
成绩突出、作风过硬得到广泛认可，经过
层层考核被任命为人力资源科正连职干
事，工作劲头正足。

没有思想顾虑，官兵干事创业热
情高涨。日前，该旅组织 3支移防仅百
天的无人机分队赴陌生山区展开实飞
演练。官兵们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创
造出“当年组建、当年飞行”的优异成
绩。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帮助新转隶干部打消思想顾虑

干部提拔不问“出处”

11月中旬，打开连队人员动态一览
图，一一数着 10名在外人员，第 83集团
军某旅导弹连指导员王向阳不禁叹了
一口气。

为啥？王向阳直言不讳：“学习贯
彻十九大精神必须落实到人人。在外
人员不参加连队学习、讨论、考核等活
动，我心里没把握啊。”

王向阳介绍，这 10名在外人员分为
到院校厂家学习、住院治疗、探亲休假
等多种情况，与在营区官兵相比，学习
氛围和条件千差万别、效果难以保证。

在该旅，和王向阳有同样苦恼的营
连主官不在少数。旅队刚经历整编、转
隶、移防，又临近年终，官兵探亲休假的
较多，外出学习的也不少，一共有 200多
名在外人员。
“不是我不愿意学，而是没条件！”

前期导弹连派去厂家学习新装备的四
级军士长曾凡德告诉记者。曾凡德归
队后第二天就遇上机关组织理论考核，
虽然当晚加班加点补课，但最终考核成
绩平平，这让身为连队“理论之星”的他
感到脸上无光。

该旅调研发现，曾凡德这样的情
况并非个例。怎么办？他们把目光瞄
向官兵的手机。

借助旅队成立之初就为每名官
兵 的 手 机 定 制 安 装 的“ 中 原 飞 虎 ”
APP，他们及时开设“学习精髓”“图
解讲话”“官兵点对点”“问卷调查”
等 15 个学习十九大精神专栏，组织
人员每天收集梳理学习资料，连同部
队的学习计划及时推送给全体官兵。

围绕十九大报告的重要内容制作
速览图，帮助官兵掌握体系脉络；遴选
122 个关键词逐一解释，汇集成“大字
典”；整理 81篇主流媒体评论，剪辑 132
名党代表发言视频……点击“中原飞
虎”APP，几十套经过细心整理的学习资

料跃入记者眼帘。
该旅政委汪晓红介绍，“中原飞虎”

APP让全旅官兵无论身处何地，只要轻
轻点击手机，就可以第一时间同步学
习，还能参与讨论交流、在线考核，真正
实现了千里学习“一网牵”。

再次见到记者，王向阳兴奋地展
示手机微信收到的一张截图。原来，
该连下士孙国耀在外期间，坚持通过
“中原飞虎”APP 学习十九大精神，经
过几日努力，第一次在“一战到底”在
线答题中拿到满分，便赶忙截屏发送
给他“报喜”。

在外人员同步学习不再难
——中部战区陆军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采访调研之二

■本报记者 周 远 通讯员 王利兵 王 越

新闻观察哨

士兵之声

记者探营

采访手记

学懂弄通做实十九大精神⑧

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多次讲到

“创新驱动”，第83集团军某旅用一款手

机APP创新学习形式正是将这一思想落

到实处。

同样是学习党的理论，不同的时代

有不同的方式，从原来“煤油灯下学毛

著”，逐渐演变到现在“用手机APP学十

九大精神”，改变的是方式手段，不变的

是用理论武装头脑的效果。着眼于提

高学习实效、探索符合时代特色的学习

方式，是教育者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是

没有终点的探索。

学习也要讲究“创新驱动”

“脖子以下”改革深入推进之后，基层部
队遇到很多新课题，诸如“小机关大部队”如
何高效运转、新装备如何尽快掌握、联合训
练如何组织实施、合编之后如何合心合力等
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基层自身努力，
更需要机关深入调研、检查指导、具体帮带。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

野。”机关检查调研，既是体察兵情的过
程，也是转变职能、转变作风、转变工作方
式的契机。时近年终，正是总结和调研的
好时机。对于检查指导，如何能让基层官
兵真心说出“欢迎再来”，是值得各级机关
认真思考的课题。

（本期策划 张磊峰）

年底是机关检查调研高峰期。不
久前，一名干事来营区检查我们连队
训练情况，不承想，他二话不说，一来
就直接喊停。接下来，这名干事不仅
指出我们连训练器材摆放不整齐、训
练场卫生打扫不彻底等问题，还对个
别战士着装不严整进行严肃批评。

机关干部随意叫停训练，指出的
问题却“无关痛痒”，不仅打乱了训练
节奏，还给我们泼了冷水。

应该说，机关干部工作经验更丰
富，考虑问题更全面，对下级指导不可
或缺。但在工作指导中，也存在一些
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有的同志下到基

层，“指”的比较多，而“导”的比较少；
有的甚至“指而不导”。

真心希望机关干部指导基层工
作，既要端正态度，又要提高能力，坚

持多向实践学习，多汲取群众智慧，
结合不同单位实际对症下药、解决问
题，真正做到“指”得准确，“导”得见
效。

检查指导不能“指而不导”
■第72集团军某旅炮兵营上士 卢忠伟

“盘参谋厉害，新‘官’上任第一把火
居然‘烧’了老连长！”快年底了，我通报
老连队的事在营里“炸开了锅”。

担任营“兵参谋”第一天，恰逢高
强度训练日。“今天首次检查，一定要
严格要求！”临走前，营长反复叮嘱，让
我压力倍增。

出于熟悉，我首先直奔老连队。
可刚到训练场，我就发现不对劲儿：计
划的高强度训练变成了基础训练。看
到老连长，我很想当面指出，可一下又
难开口。
“连长，咱们的训练内容好像与计

划不符吧……”还没等我说完，连长拉
下了脸，一把夺过我手中的计划表，皱

紧眉头抢过话去：“对对对，与计划不
一样，但这些高强度课目连队之前训
过，现在补补基础课目也挺不错！”
“连长，咱按计划施训，哪能另搞

一套！”我想都没想，话就蹦出了口。
看到我如此较真，连长一下子黑了脸：
“盘参谋，我刚刚说得很明白，你是不
是去了营里就长本事了？”没办法，为
了给连长台阶下，我只好耷拉着头默
默离开。

之后，我到其他连队检查，他们
的训练都非常正规。回到营里，我心
中十分纠结：训练情况怎么写？要不
要当“铁面包公”实话实说？可这样，
没准自己会成老连队的“罪人”。

战斗力面前无小事，最终我还是
一五一十把情况记录在案。第二天交
班会上，营长不仅原原本本通报此事，
还当着全营干部的面说：“‘兵参谋’是
‘脖子以下’改革中新增的岗位，检查
训练是他们职责所在，大家要主动接
受检查和监督。”听完，老连长主动站
起来自我检讨，并表示下一步积极配
合工作，严格按计划组织训练。

过了几天，我又来到老连队检查
训练。连长见我，嘿嘿一笑，不仅没有
尴尬，还鼓励我对老连队要大胆指出
训练中的问题。“严格才是真爱！”连长
拍拍我的肩，我们会心一笑。

（何楚洋整理）

第一次检查我通报了老连队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三营中士 盘启轩

上图：12月1日，第71集团军某旅勤务保障

营修理一连举行退役仪式。退伍老兵王磊心爱的

军衔被取下时，他再也抑制不住心中不舍，泪水夺

眶而出。

焦明锦、刘 正摄影报道

左图：11月30日，武警甘肃省森林总队张掖

市支队20多名战士脱下戎装退出现役，军旅点滴

化作颗颗泪珠挂满脸庞。

张小军摄

此时男儿亦弹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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