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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察

“一个顶十个”的士

官人才走了，能不心疼吗

得知第 80 集团军某旅士官靳洪卿
晋升三级军士长命令下来的那一刻，记
者也跟着松了口气：这位在军营奋斗 16
年的老班长，终于可以在军营大舞台继
续施展拳脚了。

试想，一个打仗急需、基层想留的士
官，倘若因为没有通过高级职业技能等
级鉴定而留不下，那得多可惜！

一石激起千层浪。靳洪卿留队了，
然而，有关“保持士官队伍稳定”的话题，
却成为了大家热议的焦点——
“‘一个顶十个’的士官人才走了，

能不心疼吗！”采访中，某部领导叹了
一口气，说起一件至今让他难以释怀
的事儿——

那一年，部队分下来一个晋升高级
士官的指标。该部党委从保留人才的角
度把符合条件的两名士官都报到了上
级，恳请特事特办，全都保留。

然而，因名额有限，只有某新型工程
装备操作手、三级军士长杨文强晋升二
级军士长留队了，而被誉为“爆破之王”
的四级军士长李忠祥却含泪离开了军
营。

走访基层部队，这样的遗憾不是个
例。如何留住士官人才、稳定士官队伍，
成了各级带兵人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
题。

军队越是现代化，越

需要造就一支稳定的士

官队伍

采访中，部队营连主官普遍反映，强
军兴军新时代，保持士官队伍的稳定越
来越重要。
“士官们有的唯恐留不下，有的担心

走不了！”第 79集团军领导表示，造成士
官队伍不稳定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那么，都是士官，为啥会有不同的选
择？

“按现行规定，16 年，是大多数士
官军旅生涯的‘终点站’。”某合成旅士
官、代理排长刘洋告诉记者，他所在的
部队只有两个高级士官编制，而他所
在营有 20 多个同年度士官，竞争非常
激烈，况且不管自己干得咋样，仅“没
有经过两年以上的正规院校培训”这
一条选晋“硬杠杠”就把不少士官卡
死了。

“不是不想留，是真不好留！”在某
旅上士白廷凯看来，“16”这个数字就好
像灰姑娘舞会上的“12点钟声”，钟声一
响，老班长们戴着大红花，伴着锣鼓声，
就走了。

个别基层士官“吐槽”：“啥都不怕，
就怕在部队闷头干了十几年，抬头一看
还得回到地方接着低头干。”
“这些宝贵的士官人才，受诸多现实

因素制约，在正值战斗力的‘黄金阶段’
脱下军装，对部队是一种巨大损失。”北
部战区陆军兵员和文职人员处处长闫雪
华坦言。

大凡从军营走过来的人都懂得，军
人的牺牲奉献是多维的，包括军人自己、
家庭和子女成长的牺牲奉献。

某旅上士吴迪为了在部队长干，动
员对象到驻地安家。结果结婚不到半
年，部队却移防千里之外。小吴妻子刚
开始还能熬过两地分居的生活，可怀孕
后感觉力不从心，几次给吴迪打电话：
“不行年底就赶紧回来吧！”渐渐地，内疚
心和责任感犹如两个重叠的影子，在吴
迪胸中汇到了一起。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面对无

依无靠的妻子，吴迪把这话咽进了肚里。
调查发现，基层已婚士官大多是上

有老、下有小，既处在“建功立业的黄金
期”，又处在“家庭困难的多发期”。家属
就业难、家庭住房难、孩子上学难、赡养
父母难等实际问题，使一些基层士官很
难把心思全部用在工作上。
“部队的基础在基层，基层的基础在

士官。”某旅旅长韩光明认为，当前“初级
士官忧晋级，中级士官忧转业，大龄士官

忧婚期，已婚士官忧团圆”等现象必须引
起各级重视，如果不及时采取相应的措
施，必然影响士官队伍的稳定，继而影响
基层建设发展和部队战斗力。

诚然如此。有时让征战大军疲惫
的，不是眼前的高山，而是鞋里的沙土。

士官们更看重“今天

的机会和明天的希望”

士官，是战士身边的“官”，军官跟前
的“士”，论身份亦兵亦“官”、论工资待遇
不高不低、论个人发展还需“边干边
看”……

面对这个特殊群体，各级组织和领
导如何紧扣特点、遵循规律管好士官队
伍、激发工作动力？
“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

就能撬动地球’。”采访中，某旅政委邹文
强深有感触地说，支点决定力量，据此考
量士官队伍，给予他们机会和舞台，激发
出来的潜能也将是巨大的，“留住心才能
留住人”。

某旅上士王本强原来是机关兵，
下到修理连后，原打算混两年就退
伍。谁知一下连，连队就积极培养他
学习修车技术，感激连队给自己学技
术的机会，王本强发挥出文化特长，包
揽了连队的板报工作。指导员见他还
喜欢写写画画，又把连队的一间空房
子腾给他做“创作室”。这下，王本强
有了成就感，又主动担任连队的思想
骨干。原本打算退伍的他，年底主动
选取了上士。

人顺其心，则百事俱举。该旅政治
工作部主任梁永刚对此感触颇深：“士官
纠结的，其实是许多‘是’与‘否’。”追梦
是否有舞台、前途是否有奔头、价值是否
能实现……组织需要明确答复他们的，
其实也正是这些“是”与“否”。

前不久，某旅在士官队伍中进行问
卷调查，“答案”令人深思：婚后家在驻地
的，只想每月能回家两次，不随意取消；
两地分居的，只想每年能休假两次，不中
途召回；未婚对象在驻地的，只想每周请
假外出一次，不被“卡”比例；异地恋的，
只想手机每天休息时能使用，不搞“土规
定”……

这些要求过分吗？很难满足吗？“答
卷”引发该旅领导深思：如何打造拴心留
人的良好环境，是稳定士官队伍一个重
要的砝码。
“也要尝试打破死板的条条框框。”

不少基层领导谈到，一些单位受指标限
制，关键岗位留不下人，而有的单位有指
标却没有人才，建议打破平均主义，跨建
制选取。诚如一位机关同志所说：“只考
虑让士官服从条条框框，不考虑这些条
条框框是否合理，总在自己绊自己的腿，
这是多年来形成的一种落后的思维定
式。”

这种人才使用的“绊腿现象”，不仅
仅是一两个人才的浪费问题，而是整个
军营大批士官人才亟待解决的课题。
“莫让观念绊了腿。”某旅政委刘海涛

建议，保持士官队伍稳定是一项长期任
务，应该从机械的“兵员分配”尽快转到灵
活的“量才适用”资源配置上来，最大限度
地发挥我军现有士官人才资源优势。

参与指挥编组作业，标绘营连作战
决心图……走进某旅训练场，记者看到，
这些以往分队军官研练的指挥课目，如
今已成为指挥士官的“必修课”。

有人说，“战士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上
干部。”但如今，在很多战士看来，“士官
长”“士官参谋”也是对士官综合素质的
高度认可。采访中，记者听说，不少担任
“士官长”的士官回家探亲或相亲，“士官
长”都是他们闪亮的开场白。
“士官们更看重‘今天的机会和明天

的希望’，更期许的是拥有‘诗和远方’！”
许多部队领导建议说，面向未来，士官群
体的职业化道路也应该加快探索和筹
划。
“没有高素质的士兵，就没有高素质

的军队。”听着来自基层的声音，记者心
潮起伏：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不断深化，
士官的舞台一定会更广阔，未来的道路
一定会越走越宽！

上图：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士官在训

练间隙分享训练经验和故事，讲解方法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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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诗和远方”，是啥绊住士官的腿？
—北部战区陆军基层部队保持士官队伍稳定新闻调查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赵 雷 娄轶斐

“老婆，命令来了，单位领导还说要
单独为我组织晋衔仪式！”

前不久，刚刚接到晋升三级军士长
命令的第 80集团军某旅士官靳洪卿抑
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通过微信视频给远
在家乡的妻子报喜。

这一天等得太久了！老靳在视频中
笑得“底气十足”，其实他心里的石头也刚
刚落地。毕竟高级士官选取条件极严，
“命令没下，谁也不敢‘打保票’。”撂下电
话，回想申请晋升高级士官以来的“一波
三折”，靳洪卿心底涌起一股暖流。

这事得从去年 4月说起。休假在家
的靳洪卿和家人聊起年底进退走留的问
题，家人一致赞成他年底留队晋升高级
士官。有了家人的大力支持，靳洪卿归
队后工作热情更加高涨。

靳洪卿当兵 16 年，参加演习 10 余

次，斩获多个比武桂冠，作为原单位公认
的专业能手，选取高级士官的希望很
大。可没想到，就在这当口，老连队在改
革中撤编分流，靳洪卿同另外 6名战友
背上行囊告别连队，奔赴数百公里外的
某旅，开始了新的军旅生活。

拥护改革服从大局，身为军人没有
二话。但晋升高级士官的“关键之年”换
了新单位、新领导，以前的工作和成绩能

否得到认可？高级士官选取指标有限，
新单位能否对“外来户”一视同仁？想到
这些，心中的疑惑就像肩上的行囊，压得
靳洪卿步履维艰。

出乎靳洪卿意料的是：刚到新单
位不到半个月，他就被任命为班长。
更让靳洪卿没想到的是，旅长薛正云
到连队座谈，不仅对靳洪卿的个人情
况了如指掌，而且告诉靳洪卿，年底选

取三级军士长，其他条件他都具备，但
还缺少高级职业技能等级鉴定，让他
抓紧备战考试。

重视人才、珍爱人才，靳洪卿的感动
接踵而来：旅机关帮靳洪卿协调院校辅
导教材、联系教员远程授课，多次帮他核
对档案材料、办理职业资格认证考试报
名。营里还为他腾出专门房间备考……
转眼到了 10月，靳洪卿不负众望，成功

通过高级职业技能等级鉴定。
“你为部队尽心，部队为你尽力。”让

靳洪卿更为感动的是，在研究确定推荐
高级士官晋升对象时，旅党委综合考虑
岗位紧缺程度、考核成绩、个人履历等因
素，一致决定将他排在另外 3名“土生土
长”的专业骨干之前，作为首选对象推荐
上报。

靳洪卿告诉记者，相比而言，他的一

些战友就没那么“幸运”了：有的岗位多
次调整，不符合选取高级士官必须“从事
本专业 8年”的条件；有的因大项任务冲
突没参加过院校培训……因这些硬杠杠
短时间内无法弥补，不少战友虽经千锤
百炼，也只能提前“转身”。
“旅领导为咱的个人成长考虑，咱还

用多说啥？”虽然到了退伍季，靳洪卿扎
在训练中并没有分神。

等待是“熬人”的。一晃到了今年 3
月底，总算尘埃落定。这些天，连队官兵
发现，那个声如洪钟、走路生风的老靳，
训练劲头更足了！

晋升命令来了，士官老靳笑了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赵 雷 颜士栋

今年3月12日，习主席出席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

团全体会议时强调，“各级要采取切实措

施，保持士官队伍稳定，发挥好士官在强

军兴军中的作用。”

统帅高瞻远瞩、语重心长，为各级抓

好士官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当前，世界

各国军队变革风起云涌，发展日新月异。

对比分析，各国军改形态虽千差万别，但

在同走精兵之路，士官整体比例都在逐年

攀升。

某种意义上，信息化战争是士官的战

争。随着作战模式的根本性转变，在环环

相扣的战斗力链条中，占据我军士兵编制

“半壁江山”的士官队伍，其地位异常突

显、作用非比寻常。

士官们正值“当打之年”，起于卒伍、

精于技艺、忠于信仰，建制班班长、武器

装备操作和军事课目组训等重要岗位均

由士官担任，于单位建设堪比“承重之

墙”，于强军伟业犹如“四梁八柱”。但现

阶段，我军中高级士官晋升名额有限、选

拔“门槛”较高，致使不少兵专家、兵工

匠、兵师傅不得已止步于“低段位”，无缘

强军“后半程”。

士官发展的“天花板”伸手够得着，

前进的“竞赛路”一眼望到头，导致“熬到

年头转身走人”成为一种现象。如此这

般，不免让老兵感言：“想说爱你不容

易！”让新兵怀疑：“他的今天，便是我的

明天？”

我们应该认识到：现代化的军队日趋

专业化、精干化、职业化。如果士官们徘

徊在军旅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不仅

难以安心埋头练兵精武，也会导致基层关

键岗位和重要专业周期性“人才断档”，给

战斗力建设带来波动。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陈

旧的士官人才管理模式显然已不符合

当今军事发展形势，不满足我国国防建

设要求。随着军队改革调整，具有我军

特色的士官制度改革终于按下“启动

键”：2014年底，原北京军区组织首次士

官长集训，标志我军士官长制度进入

“试运行”。2017年，随着部队编制体制

调整，旅一级机关科室开始有士官担任

参谋等职务，为优秀士官开启了军旅人

生的另一扇门……

风起于青萍之末。我军士官队伍建

设状况正发生着悄然且影响深远的改

变。在士官长、士官参谋等一批“士

官+”的新生事物相继出现之后，配套的

政策制度、岗位权责、福利待遇也随之出

台，一系列涉及士官的好消息相继传来，

强有力的信号不断激活士官队伍“一池

春水”。

士官的上升通道正在被打通，士官

的发展途径日趋多样化。我们相信，随

着军官职业化制度不断成熟，士官职业

化也将逐渐由概念走向现实。强军新

时代，“铁打的营盘”正精心打造着“铆

钉的兵”，将会让更多志在强军的士官

实现“一站到底”的梦想。

山高有盼头，路远有奔头。如今，每

一名士官面前都已铺展开一张美好的发

展蓝图，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既是时代之

机遇，亦是未有之挑战。士官们应以前所

未有的开拓风貌、潮头踏浪的先锋姿态，

奋发有为、稳心聚神，自觉担当稳固之基、

强军之梁。

山高有盼头 路远有奔头
■刘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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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基层部队士官队伍建设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