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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今天我们组织了战备拉动演练，时
间比往常慢了近 10 分钟，什么原因？
我看到，拉动时个别封存装备储油量不
足，排队加油耽误了时间；部分岗位老
兵退伍后没有及时补入新兵，导致物资
装载分工不明确，效率低下。

有个别官兵解释说，现在是冬
季，装备刚刚完成换季保养，部分装

备封存，加之新兵刚下到班排，情况
不熟悉，慢一点在所难免。但是大家
想一想，战争会不会因为装备封存就
不再打响？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不
少官兵思想上出现了懈怠。

同志们，战备工作没有调休期，战争

打响的时间，也不会由我们来选择。各
连队要严肃纠治此类问题，根据战备需
求，合理调配封存装备、调整空缺岗位，
尽快把新兵补入战位，确保随时能够拉
得出、顶得上。

（朱 伟、刘 盼整理）

战备没有调休期

本报讯 生增溪、赵欣报道：1月
下旬，第 73集团军某旅交班会上，因
为迎接上级检查而组织所属官兵连夜
加班，两名营主官被通报批评。

前两天，旅机关对基层政治教育开
展情况进行检查，各营连立即对照检查
方案行动起来。然而，有的单位却打乱
工作计划，将迎检当成“重头戏”，甚至在
熄灯后组织官兵抄笔记、补本子，结果被
机关夜查人员逮了个正着。

通报下发后，不少基层主官纷纷
倒起苦水。有人说机关检查太多太
杂，基层疲于应付；也有人说加班迎检
是为了提升工作标准，不该受到批评。

面对质疑，该旅机关没有回避，迅
速组织力量展开调研。他们发现，比
较忙乱的单位大多存在日常工作落实

不到位，检查前临时抱佛脚的现象；而
应对检查从容自如的单位，日常工作
则按计划落实较好。同时，机关也的
确存在工作统筹不够科学、检查走形
式等现象。

了解情况后，旅里专门组织官兵
恳谈会，让大家敞开心扉，各抒己见。
基层就平时工作拖拉、缺乏标准意识

导致“忙乱”进行反思，机关则针对工
作统筹不力、政出多门等问题进行自
我检讨。

以此为契机，该旅制订了《加强基
层自身建设问责制》，督促基层严格按
照月、周计划抓工作落实，并要求机关
在检查督导过程中更加注重传帮带，
助力基层提升全面建设水平。

第73集团军某旅纠治基层忙乱现象

两名营主官加班迎检挨了批

1月下旬，记者在第 83集团军某旅
采访，恰巧碰见该旅机关干部集中搬
家。搬迁到新驻地后，该旅按照先基层
后机关的顺序分配公寓住房，这是最后
一批入住公寓房的机关干部。

一路上，记者发现各机关干部搬家
方式各异。有的家属小孩全家上阵自
己搬运；有的自掏腰包委托搬家公司上
门服务；有的相互结对帮忙搬运，却唯
独不见基层官兵帮忙。

看到自己的老连长、作训参谋李永
军正在搬运一个大箱子，指挥通信连上
士沈冰冰连忙凑上前去搭手帮忙：“老
连长，东西这么多，怎么不到老连队找
几个人给你帮个忙？”
“周末你们也要休息。再说，公私要

分明，让战士出公差给自己干私活属于
违规违纪行为，这条红线触碰不得。”搬
完箱子，沈冰冰还想留下来继续帮忙，李
永军却婉拒了他的好意，让他赶紧忙自
己的去。

从主动要公差到主动拒公差，这种
情况之前可并不多见。沈冰冰对此深
有感触：虽然过去旅里也有公差派遣制
度，但以往一到周末和节假日，各种名
目繁多的“公差”“私活”还是接踵而
至。有的机关干部让战士到公寓房帮
忙打扫卫生；有的连队干部安排战士给
来队家属打饭；有的领导干部五公里考
核让战士送水助跑……

层出不穷的公差私用不仅侵害了
基层官兵的个人休息权，还扰乱了连队
的正常秩序。在对照军委纪委印发的
《官兵身边的“微腐败”和不正之风问题
清单》清查整治过程中，该旅对这一问
题进行了重点纠治。

一些干部受惯性思维影响，起初对

旅党委在公差私用问题上的较真有些
不理解。他们认为叫“公差”帮个忙，一
没贪钱二没占物，扣上腐败的帽子有点
小题大做。但旅党委的话掷地有声：利
用职务之便叫公差干私活，看上去是小
打小闹算不上事，实际却反映个别干部
作风不实，是以权谋私侵占战士个人利
益的“职权腐败”。

为此，他们深入查找了机关基层干

部骨干存在的 27类“见怪不怪”的“职
权腐败”问题，并综合运用网上信箱、举
报热线等监督方式，对“职权腐败”构建
起立体监督网络。

身边立起铁规矩，行为有了风向
标。如今，大家都自觉管住了伸向基层
的“公差之手”，坚持自己的事自己干、
公家的事按原则办，基层官兵的休息权
得到了更好保证。

再也不用公差干私活了
——第83集团军某旅纠治基层“微腐败”新闻调查之四

■徐水桃 贾 若 本报特约记者 康 克

本报讯 陈军、刘颖报道：“考核
成绩公布完毕，经审查，没有异议。”1
月下旬，第 80集团军某旅考核现场，
两名身挂“风气监督员”胸牌的工作人
员核对成绩无误后，在成绩单上当场
签字确认。

据介绍，该旅针对新调整组建之
初，重组单位多、人员成分杂、建设底
子薄等情况，以集团军在旅队设立风
气建设联系点为契机，从各营连遴选
出 72名风气监督员，经严格培训后执
证上岗。
“要想取得风气监督员的上岗证，

可得费一番功夫。”旅领导介绍，为确
保风气监督员的“专业性”，在经过个
人申请、群众推选、民主测评等程序
后，还要统一组织培训和考核。

前段时间，少数立功受奖的战士利
用外出时间，为连队干部骨干买了一些
小礼物以示感谢。风气监督员了解情
况后，立即将此类现象向上级进行反
映。随后，机关专门召开会议，瞄准风
气建设中 16个方面 55项具体问题，扎
实开展基层“微腐败”专项清理整治，并
建立问题台账，逐一挂单销号。

基层风气监督员专门发现问题苗
头，对净化基层风气起到了重要作
用。如今，在官兵关切的人员晋职晋
衔、学兵选调、士兵考学、工程招投标、
主副食品采购等多项敏感事务工作
中，都有风气监督员在场监督，部队风
气建设向上向好，官兵获得感和满意
度不断提升。

第80集团军某旅狠抓基层风气建设

72名风气监督员执证上岗

前不久，我带队参加“魔鬼周”极限

训练。后勤保障组考虑到“中军帐”成

员年龄偏大，且大都有不同程度的训练

伤，便就地取材，在临时就餐点用砖头

木板搭了一个简易餐桌。

正当我们“大快朵颐”时，炊事员小

陈端来一盘煎饼，说是回老家探亲时，

母亲亲手烙的。喜出望外的我们接过

煎饼，蘸上菜汤便开始吃起来。

这一幕都落在了官兵的眼睛里。夜

训归来，我前往宿营地查哨时，听到两名

战士边走边聊：“看到没？领导在咱们眼

皮底下‘开小灶’。”“可不是嘛，我感到世

界上最远的距离，莫过于我蹲在领导身旁

吃米饭，而他们却坐在那里美滋滋地吃煎

饼。”战士们的话，像一根刺深深地扎进我

心里。我停下脚步，望着星空沉默良久。

次日开始，每到饭点我就拿着碗筷

到班排里，跟官兵们“有饭一起吃、有粥

一起喝”。渐渐地，官兵们看我的眼神

变了，吃饭时也都喜欢围在我旁边。有

的还开玩笑说：“支队长，跟您一起吃

饭，感觉饭菜更香，吃得更饱。”

“魔鬼周”训练异常艰苦，领导干部

若放低姿态，与战士们吃在一起，不仅

能融洽官兵关系，同时也能激发练兵热

情，提升训练效果。

吃在一起也是战斗力
■武警宜春支队支队长 江 恒

今天是“魔鬼周”训练第 5天，乌云
挤压着天空，沉沉地仿佛要坠下来，即将
要展开的训练课目是50公里负重行军。

随着导调员一声令下，我们开始了
艰难的跋涉。天色越来越阴沉，雨点也
开始淅淅沥沥地往下落。

路程过半，我开始有些体力不
支，于是想吃点干粮补充补充能量。
可是翻遍背囊，却不见干粮的影子。

坏了！可能是在出发前，慌乱中将干
粮落在了帐篷里。一天没吃饭了，没
有能量补充，我该怎么支撑到最后
啊？！我的心情犹如头顶上的天空，盖
上了一层阴霾，顿时觉得两眼昏花。

这时，排长李超看了看我说：“怎么
了？是不是忘带干粮了？”我点了点
头。“我这里还有一块压缩饼干，咱俩一
人一半。”排长笑着掰开饼干，递了一半

给我。“排长，还有这么长的路，你只吃
一半够吗？”“没事，我饭量不大，你快拿
去吃吧……”

在排长充满关爱的“命令”声中，我
接过他手中的半块饼干，狼吞虎咽地吃
了下去。这块小小的饼干虽然不足以
补充我流失的体力，但它仿佛是一块
“能量石”，让我感觉脚下有使不完的
劲，最后胜利到达终点。

负重行军，难忘排长的半块饼干
■武警抚州市支队执勤一大队机动中队特战排下士 金 鑫

1月26日 星期五 雨士兵日记

带兵人手记

让战士跑腿到服务社捎个东西、

喊文书来办公室打扫一下卫生，类似

的“公差私用”现象在基层并不少

见。久而久之，部分干部骨干便将此

当成了职权带来的特权，不少战士也

产生了“领导用我是信得过我”的思

想。于是叫公差的心安理得、干私活

的乐此不疲，为“微官僚”“微腐败”

滋生提供了土壤。

古往今来，凡是官僚主义盛行的军

队，没有不打败仗的。1950年，陈赓与

国民党一名少将就和平解放云南事宜

进行谈判时，这名少将说：“和你坐在一

起我很领教，如果我身旁坐的是一个少

尉，就讨厌得不行！”军官间的尊卑界限

尚且如此，可见国民党军队内部以官为

贵、以官为尊的价值观有多么盛行。

禁微者易，救末者难。一旦放任诸

如“小公差”帮衬帮衬、“小礼物”意思意

思、“小事情”关照关照、“小错误”通融

通融等现象，不但败坏部队内部风气，

甚至会结出腐败变质的恶果。各级带

兵人要主动深入基层接地气、察兵情，

想战士之所想，急战士之所急，真正融

进兵中，才能激发起官兵同心、上下同

欲的强大制胜合力。

禁微者易，救末者难
■李晓强

点 评

新春新风·持续纠治“微腐败”④

新闻观察哨

Mark军营

习主席强调，党员干部要增强同群众一块过、一
块苦、一块干的自觉性。官兵“同吃、同住、同劳动、同
训练、同娱乐”是我军优良传统，也是军官与士兵密切
联系的渠道，是领导机关问计于基层官兵的有效途
径。
“藕发莲生，必定有根。”军队有根，根在基层，

根在士兵。令人欣喜的是，从建军之初实行官兵待
遇平等，到上个世纪 50 年代普遍实行干部与战士
“五同”，再到如今重新恢复机关干部下连当兵、蹲
连住班制度，我军官兵关系正不断谱写新篇章，迈
向新境界。

在戊戌新春即将到来之际，在国防与军队改革深
入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方兴未艾之刻，本报记者正
兵分多路奔赴座座军营，通过“新春走基层”，传回一
篇篇热气腾腾的稿件。与此同时，本版编辑聚焦新时
代“五同”这个主题，从即日起推出“做好基层‘家常
菜’·关注五同”专栏，用带兵人和普通一兵的双重视
角，来剖析部队领导、机关干部、基层干部在与战士一
起落实“五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新课题，引发大家对
新时代如何继续发扬和保持官兵一致这一优良传统
的思考。

——编 者

值班员：陆军某团一营营长 刘 超

讲评时间：1月29日

值班员讲评

1月27日，东海舰队某扫雷舰大队驻地一居民区突发大火。刚刚结束海上

训练任务返港的该大队官兵接到支援灭火命令后，迅速前出。面对熊熊燃烧的大

火和屋顶不时掉落的瓦片，温岭艇损管队队长、下士袁灵龙不顾个人安危，端起高

压水枪带头冲进火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全力营救，大火最终被完全扑灭。

周 浩、宋 俊摄影报道

扫雷兵勇闯火海
邮箱：jbjccz@126.com

全军政工网网盘：jbjc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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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故事

“最近伙食挺好，我没有意见”“我也
没有意见”……上周，连队召开军人大会
收集官兵对伙食的意见。令我意外的
是，竟然破天荒的一点“杂音”都没有。

我不由得纳闷起来，以往外训期
间，因为条件艰苦，加之保障受限，官兵
往往对伙食颇有微词，有的同志甚至把
不满情绪发泄到炊事班的战友身上。
“连队的 1号桌撤了，连长和指导

员都在班里吃，有意见当面就提了，还
能有啥。”四级军士长李豪如此解释。

连队干部的餐桌，常常被战士们称
为“1号桌”。说起这个“1号桌”，虽说吃
的是同样的饭菜，但还是略有不同：下雨
天，“1号桌”在车里；太阳大，“1号桌”在
树荫下……不管在什么环境里，“1号桌”
总是放在最好位置。

外训伊始搭设餐厅帐篷时，看空间
比较紧张，我和连长一合计，干脆把连
队干部平均分在各班就餐，撤掉了“专
桌”，吃起了“转桌”。

不在一起吃不知道，坐在一块儿还

真发现了不少问题。战士们吃得饱不
饱、好不好，哪个菜受欢迎，哪个菜不受
欢迎，看得清清楚楚。和战士们同桌吃
饭，距离拉近了，战士们以前一些不敢提
的意见也敢说了。

细细一想，以前总是根据自己感觉
向炊事班长交代伙食调剂注意事项。
可怎么调剂，战士们还是有意见。没想
到如今撤掉了“专桌”，却在不经意间解
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

（杨 磊整理）

撤掉“专桌”吃“转桌”
■第76集团军某炮兵旅十五连指导员 杨小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