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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基层“家常饭”·建强“小散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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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1日晚熄灯前，南部战区陆
军某部一连排长李旭林，最后看了一
眼公告栏中画满“正”字的那张出勤
表，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其取下来，夹
入笔记本，作为自己第一次“持家”
的见证。

这张火爆一时的出勤表，面世不
过几个月，就被匆匆“下架”。

去年，因任务调整，这个排被派
驻到一个群山环绕的新营区，成为名
副其实的“小散远”。尽管李旭林之
前就四处取经，觉得自己做了充足准
备，可走马上任时，还是真切感受到
“难”：营区大、人员少，怎么维护？
骨干少、战士多，怎么管理？训练
重、任务杂，怎么组织……
“首先得管住人，千万不能出什

么纰漏。否则，其他都白干。”李旭
林一边梳理着手头工作，一边在心里
盘算着。

当晚点名，李旭林拿出一张出勤
表，郑重宣布：“明天开始，排里严
抓人员管控，执行训练考勤制度，每
天统计训练出勤情况，并全部公示！”

出勤表一出，效果立竿见影——
无形中加强了人员监管，规范了训练
秩序。然而，出勤表只能管住人员参
训率和训练时间，却无法保证组训质
量。

那天，机关工作组来检查，一进
门就拉响了应急警报。全排人员迅速
出动，根据预案携带武器装备按时集
结。没承想，导调员结合地形随机下
达情况：3名疑似“敌”特分子出现
在营区正南方高地，无法判断是否携
带武器，尽快处置。

之前在连队训练时，没经历过有
关高地处置的情况，来到新营区后也
没有及时结合现地组织过训练，李旭
林心中忐忑不安。果不其然，由于缺
少训练，战士们处置“冒了泡”、配
合“断了线”。
“我了解过，这段时间你把人员

操课出勤率抓得很好，人是管住了，
可训练效益不能丢啊，一定得抓住训
练质效这个‘牛鼻子’。”检查结束，
工作组陈参谋把李旭林叫到一旁说。

一边是画满红钩的出勤表，一边
是亮起红灯的成绩单，强烈的对比让
李旭林犯愁。当晚，李旭林召集几名
班长开了个“反思会”。

中士羊如山首先打开话匣子：
“人要管得住，训练也要抓得好！咱
们不能顾此失彼啊！”
“光靠一张出勤表抓不好管理。

其实我觉得，只要认认真真按纲施
训，就既可以统住训练时间和内
容，又能保证训出质量，这不是更
有效的管理吗？”上士颜松的话得到

一致赞同。
……
会后，李旭林便着手对照新大纲

制订 2.0 版本的出勤表——区分层次
区分专业的精准训练计划，一改以
往单一的“签到制”，增加了训练目
标、考核标准、测试成绩等项目，
跟踪记录每名战士训练动态。如此
一来，排里有了一份细化到每个人
的训练计划，使得训有目标、练有
标准。

一个多月后，一场联合演练拉开序
幕。李旭林带领的分队行动迅速，出色
完成任务，打了场漂亮的“翻身仗”。

拿着这张成绩单，李旭林自信地
告别了出勤表。

按纲施训，是最有效的管理
■李 宾 孙 鑫

阳春三月，记者在第 82 集团军某
旅采访，恰逢该旅战备日，某营一场实
兵实装拉动演练正在进行。
“前方通过染毒地带！”接到突发

“敌情”，官兵取出防毒面具佩戴好，加
速通过“染毒地带”。演练结束，官兵
们小心翼翼地摘下防毒面具。“呼吸到
新鲜空气的感觉真好！”防化连中士陈
浩大口做着深呼吸。

记者询问陈浩佩戴防毒面具的感
受，他皱皱眉说：“呼吸很不顺畅，摘
戴面具时也很麻烦。”然而，陈浩坦
言，尽管很难受，但他们仍会严格按要
求佩戴，因为关键时刻这是他们的“护
身符”。

一次战备应急拉动中，个别官兵就
因未按要求佩戴防毒面具，在“战场”
上吃了亏。

跨壕沟、抗干扰、破伏击……开始
部队一路高歌猛进。然而，就在部队穿
越“染毒地带”后，有的战士被熏得泪
流满面、咳嗽不止，甚至出现呼吸困
难，不得不上了收容车。

部队到达指定地域后，机关检查

组进行战备检查时发现，虽然每个人
都佩戴了防毒面具，但个别战士并未
携带滤毒罐，而是将本应与滤毒罐连
接的导气管直接装进了挎包内，使得
防毒面具失去作用。一旦有毒粉尘吸
入过量，很可能会引起窒息，甚至出
现生命危险。

为何如此冒险？一名从收容车上下
来的战士红着脸道出缘由：全副武装
后，每人负重将近 20公斤，滤毒罐储
有大量活性炭，带在身上太沉，放在包
里嫌大，跑起来十分不便。为了减轻负
重，个别官兵索性就没有携带。

那次战备应急拉动，为使官兵深
刻意识到这种讨巧行为在战场上可能
带来的严重后果，他们采取随机导调
方式，在穿越“染毒地带”课目中，
使用粉末发烟罐模拟“毒气”，选择
上风向地段，增加“污染”面积，着
眼实战构设战场环境。“战备细节上
讨了巧，实战中必定会碰钉子！”该
营营长谢磊告诉记者，日常战备工作
涉及方方面面，任何一个官兵在任何
一个细节上投机取巧，都可能会酿成

严重后果。
去年夏天，该部组织整建制临机拉

动。出发前，某连战士小刘把 3包单兵自
热食品留在了储物柜，身边战友好言相
劝：“饱带干粮，未雨绸缪。”可小刘却不
以为然：单兵自热食品不仅分量重，而
且口感不如新鲜食品，部队每次拉动地
域都不会太远，总能买到吃的。

让小刘没想到的是，部队这一走就
是 3 天。茫茫荒野，前不着村后不着
店，就连喝水都要靠给养……
“别看只是几包单兵干粮，也是不

可忽视的细节，任何战备拉动中出现的
小疏忽，都可能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
键因素。”在该旅召开的战备工作讲评
会上，旅领导用小刘的案例教育大家，
并要求各营连查找纠治战备过程中讨
巧、偷懒等不符合实战要求的做法，官
兵们的战备意识大大增强。

在此次演练中，该旅检查组随机对
几名官兵的携行物资进行突击检查：火
柴能够擦着火、急救包在有效期内、鞋
袜与官兵脚上的战靴码数一致……官兵
们的战备物资检验合格率得到明显提升。

“按打仗标准推进战备工作”系列报道之三——

让战场对投机取巧说“不”
■本报记者 邹 菲 通讯员 王龙刚 李 啸

本报讯 陆文山、冯勇报道：“三四月
的新疆风沙大，这回可再也吹不到我们晾
的衣服上啦。”3月中旬，新疆军区某团为
各连晾衣房添加了一系列配套设施，官兵
们看到崭新的晾衣架、纱窗、烘干机，纷纷
为团里的“回头看+”长效机制点赞。

今年年初，团机关针对去年的几
项“暖心工程”分别进行“回头看”，对
个别落实不到位的问题采取定人限时
等方式限期整改。谁知落实到位刚刚
过了一个月，又有人在首长信箱里抱
怨，“团里配备的晾衣房挺好，可到了
三月风沙天，我还得手动给衣服去沙
子，衣架也不够用”“体育馆建起来了，

训练器材也添置了，可还得按新大纲
要求进行再调整”“轮休休假程序是简
化了，可最近几项任务连轴转，官兵补
休制度还有待完善”……

基层无小事，该团党委“一班人”反
思感到，本以为一次“回头看”就能把残
余问题解决干净，却忽略了事物发展客
观规律，忽视了一些已经解决的事情还
可能有新的问题和矛盾冒出来，必须长
期关注。经过讨论，该团决定建立“回
头看+”长效机制，机关拉单列条进行梳
理，针对服务基层的 50个重点问题，每
半月进行一次调研，随时掌握基层满
意度情况，对于新矛盾新问题组织各业

务科对口领受并限期整改。各科还结
合营区环境、天候、任务、官兵思想状况
等，未雨绸缪进行补充，将“暖心”功夫
下在前面。
“晾衣架结不结实、够不够用？最

近风沙大，纱窗有没有破的？防护栏有
坏的没有？”该团政委武三军在蹲连住
班过程中，对官兵点赞的这几项“暖心
工程”进行再跟踪再问效，确保官兵真
正满意。如今，服
务基层不再“只
回一次头”已成为
全团机关干部的
共识。

新疆军区某团

服务基层不再“只回一次头”
本报讯 蒋清佑、记者张放报道：

“多亏了党委机关的解难‘回头看’！组
织对我们如此用心，我们决不能让组织
失望。”3月上旬，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
军需仓库参谋刘勇因爱人生病而产生的
家庭困难,在单位的多次帮助下得以妥
善解决。

该仓库去年先后为基层官兵解决难
题、办理实事 33件，有效激发了官兵练

兵备战、投身改革的
热情，受到上级机关
肯定。今年初，仓库
在制订新年度解难帮
困计划时，有人建议，

应想办法扩大战果，再为基层办一批实
事，把解难帮困真正打造成机关服务基
层的一个亮点工程。

仓库党委在调研后，做出的决定却
令人意外：暂不出台新的解难计划，对去
年所办实事开展“回头看”。仓库政委李
晓林解释说，去年的解难计划是下半年
对基层进行全方位调查摸排后做出的，
相对全面。相隔时间不长，当前并没有
太多新问题需要解决。相反，由于去年
统计的难题牵涉面广、情况复杂，一些还
没有收好尾，一些则出现新的衍生问题。
“为基层解难图的是实效，而不是争

彩头，延续去年的蓝图为官兵办实事，虽

然跟上级汇报时少了新亮点，但官兵却
能真正从中受益。”于是，机关对去年受
理的 33件实事进行“回头看”，对已经解
决的划钩销账，对还需进一步解决完善
的拉单列表，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

仓库上士王班长去年被查出患有
卵黄囊瘤，仓库及时为他联系医院进
行手术。完成几个疗程的治疗后，王
班长返回单位调理休养。在解难“回
头看”中，仓库又根据他术后恢复情
况，专门划拨经费，要求食堂每天为王
班长“开小灶”提供营养餐。王班长告
诉记者，组织的温暖让他更加坚定了
战胜病魔的信心。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

解难帮困没有“完成时”

3 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一名现役
军人家属捧着一面写着“心系官兵，
堪称楷模”的锦旗，走进河南省淮阳
县人武部。

这名家属的爱人名叫王迪，是一
名上士，家住河南省内乡县王店镇。
既不是从淮阳当地入伍，也不在这里
服役，王迪的家属为何专程送锦旗？

事出有因。几年前，王迪偶然认
识了一位“朋友”，一天对方突然声
称凑房子首付需要几万块钱急用，周
转过来立刻还账。王迪动了恻隐之
心，便通过银行把钱分几次给对方汇
了过去。谁知，钱汇出去后对方却渐
渐地没了音信，手机换号、微信拉
黑，再也联系不上。可王迪除了知道

他跟朋友在淮阳打工外，对于其他信
息一无所知。

王迪所在部队训练任务重，平时
外出不便。那段时间，王迪一直被
这件事困扰，万般无奈之下，王迪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相关证据寄到
了淮阳县人武部。接到求助信后，
负责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的同志
立即向该部政委张文峰作了汇报，
张文峰当场表态：“侵害军人利益，
法律不容！”

最终，县人武部政工科和县公安局
经联合走访、调查取证，很快便将诈骗
军人钱财的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王迪
本以为打了水漂的钱失而复得，于是才
有了王迪家属专门送锦旗这一幕。

上士家属送锦旗
■齐修众 王 伟

上等兵杨家鹏：人员悉数就位，
看起来训练热热闹闹，为啥成绩上不

去？说到底，就是做出了训练的“样

子”，却忽略了训练内容的“里子”。

连长陈允林：我发现，以训促
管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带兵方法，训

练落实越好的单位，教育管理水平

往往越高。小散远单位人员编成

少、业务工作杂，在训练人员、时

间、内容、效果的“四落实”方面

往往存在不少客观困难，如果处理

不好训练与管理的关系，完不成训

练与作战任务，单纯管理只能徒劳

无功、事倍功半。

政委刘月勤：指挥员队伍能力
弱、上级指导力量不足、工作统筹协

调难，这些都是小散远单位抓训练时

普遍存在的问题。怎么破？一句话，

按纲施训！训练课目要训够训全，训

练内容要紧贴实战，训练组织要突出

实效，以有效的训练来牵引人员管

理，这才是抓住了“牛鼻子”。

大家恳谈

长期以来，由于小散远单位担负

任务多样、行使职权相对独立、组织

力量相对偏弱等条件制约，其训练工

作容易成为薄弱环节。各级要把握

好小散远单位建设的特点规律，彻底

摒弃“重管理、轻训练”的思路，用战

斗力标准来检验建设效果。

建议强化小散远单位“姓军为战”

意识，不管人员多少、任务多重，认真落

实训练形势分析和训练问责制度；合理

配备使用素质过硬、能力突出的干部骨

干，并注重后续人才培养，以人才队伍

牵引建设质量；机关健全定点联系、挂

钩帮带、检查指导等制度，深入小散远

单位具体指导，帮助其破解训练瓶颈，

提升小散远单位组训效益。

编辑部支招

潜望镜 记者探营

新闻观察哨

“女汉子”被点赞啦

蜜初春，第80集团军某旅组织机关干部到练兵一线学习了
解新装备技术参数和操作技能。在对体力要求较高的导弹装填

训练中，该旅保卫科女干事宋毅寒梅毫不退缩，训练动作干净利

落，在旁边观看的官兵无不为这个“女汉子”点赞喝彩。

孙连伟摄影报道

蜜3月20日，南海舰队某作战支援舰支队南勤207船主机

班的战士们进行完装备保养后，给自己所执掌的装备过了一个

“三周岁生日”，并一起与这位朝夕相处的“老伙计”合影。

范延洲、万永康摄影报道

立起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

小散远单位虽小，却是基层建设的一个
重点。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部队编制结构更
专业，人员分工更精细，势必会催生更多“小
散远”；同时随着使命任务的不断拓展，部队
任务链条将会越来越长，点位将会越来越多，
“小散远”必然渐成常态。

如何建强“小散远”，不漏一人、不虚一时、不
疏一事地把“小”的连起来、“散”的合起来、“远”
的带起来？本期，我们将“潜望镜”对准小散远单
位，通过一个个典型事例，剖析“小散远”单位建
设中的诸多难题，敬请关注，诚邀来稿参与讨论。

——编 者

“老伙计”三周岁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