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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手中的满意度测评表，北部
战区陆军某旅宣传科干事史子明心情
跌到了谷底。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
己辛辛苦苦促成的一项暖心事竟然砸
了锅。

春节过后，该旅召开双向恳谈会，
对机关为基层办的暖心事拉单列表，
请基层代表进行满意度测评。结果，
宣传科承办的“为基层配发相机”一事
满意度排名垫底。

作为经手人，史子明感到很委屈：
当初花钱买相机，是为了解决连队频
繁到机关拷贝照片的问题，同时也方
便他们记录精彩瞬间、丰富文化生
活。由于开支金额较大，这项工作经
过反复酝酿论证，还上了常委会研究，
自己前前后后忙活了几个月。

费了半天劲，为啥不讨好？史子明
随即到基层一探究竟。他发现，自己认
为的“大手笔”，在基层却没啥“存在
感”：有的连队官兵压根不知道配发了
相机；有的把相机锁在保险柜里，保管
人写得一清二楚，问了半天却没人会
用；还有的照片倒是拍了不少，但大多
让人看了“辣眼睛”。一些战士向史子
明吐槽：“这么高级的相机，我们却只
会用全自动模式，还不如手机方便”
“技术跟不上审美，拍出来的照片不堪
大用，如果有人教教就好了”……

回机关的路上，史子明脑海中划
过一个疑问：相机发到官兵手中，就是
为基层办了实事吗？在上报恳谈会整
改报告时，他把当天的所见所闻写了
进去。

交班会上，旅领导就恳谈会结果

进行讲评，指出了机关“一发了之，造
成资源浪费”“工作作风不细不实”等
问题，并就如何用好新配发器材征求
基层意见。交班会结束没几天，一份
基层摄影骨干培训方案就提上了工作
日程。

类似的“半截子工程”还有没有？
他们举一反三发现：春节前，机关为士
官公寓新安装了一批洗衣机，但高层
住户水压不够，洗一桶衣服需要两个
小时；机关虽然为部分连队增配了热
水器，但因线路老化，只要超过三台同
时加热就会引起跳闸……
“服务基层‘最后一公里’不打通，

就等于功亏一篑。”该旅领导反思，暖
心事没办好，说明机关服务理念还有

偏差，细致程度还不够。
为此，该旅组织机关干部围绕

“怎样打通服务基层‘最后一公里’”展
开讨论，纠治思想观念、服务态度、工
作作风等方面的问题；抓基层领导小
组全程督促检查、跟踪问责，对机关服
务实效进行“回头看”，防止出现“半
截子工程”。

最近，该旅官兵又迎来一件“喜
事”：机关为每个连队安装了一台烘
干机，还装修了烘干房，冬天晾晒衣
服再也不成问题，更让他们感到温暖
的是，机关这次提前评估了用电量，
上调了连队用电基数，并对线路进行
了一次全面维护检测，确保暖心事落
到实处。

“暖心事”为啥没暖心？
■王 鑫

乍一看，机关为基层配发相机，

已属雪中送炭，似乎不搞培训也无可

厚非。但细细一想，如若不能让官兵

有更多“获得感”，那花费再多也是无

用功。对基层有用和无用、有益和无

益之间，其实就间隔了“多想一步”的

距离。

当前，随着部队完成转隶移防，官

兵面临许多现实难题，各级党委机关

更应以凡事“多想一步”的态度，先基

层之所想、想基层之未想，在为基层办

实事、办暖心事的同时，尽量让调查研

究再深入细致一些、措施计划再周密

翔实一些、执行落实再到边到底一些、

跟踪问效再较真碰硬一些。唯有如

此，“暖心事”才能真正温暖兵心。

服务基层贵在“多想一步”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赵 杰

本报讯 张石水、曾桥报道：某装步
连体能训练时存在“一锅煮”现象，责令
立即制订整改方案；火力连部分教案有
抄袭现象，责任人作出书面检讨……2
月中旬，第 76集团军某旅训练督导小组
开具的“罚单”，不但指出问题，还当场提
出处理措施，在官兵中引起不小震动。

去年底，该旅作训科调研发现：个别
基层单位存在训练搞“大呼隆”、统计参训
率掺杂水分等现象。对此，该旅党委重拳
出击，下大力纠治训风不实问题，成立军
事训练督导组深入训练一线，采取不打招
呼、临机实施的方式检查督导，并定期对
发现问题进行讲评通报，对相关人员进行

问责。他们还拓宽监督渠道，建立健全基
层风气监督员队伍，对打折扣、搞变通、偏
训漏训等情况及时发现、及时查纠。

较真碰硬的督查问责，倒逼全旅官
兵心无旁骛抓训练、谋打仗。前不久，上
级抽考基层连队共同课目训练情况，优
良率较以往显著提升。

第76集团军某旅从严开展军事训练督导工作

训风不实，当场开具“罚单”

本报讯 万永康、李俊霖报道：“2
号电缆舱线路起火！值班执勤人员组织
灭火！”面对值班员不按常理的拉动，应
急分队官兵措手不及：“计划是在宽敞的
驾驶室操演啊，怎么说变就变了？”“电缆
舱线路复杂、空间狭小，怎么跑位？”2月
下旬，南海舰队某大队南缆 233 船上演
了一场脱离“剧本”的损管操演。

“靠‘样板戏’搞训练怎么能真打
赢？”为提升应急分队处突能力，该大
队对照新大纲训练标准，区分不同使命
任务的舰船和不同战位、不同层次的官
兵制订能力“账单”，不定时组织损管
操演，使应急分队始终保持“箭在弦
上，一触即发”的状态。此外，该大队
成立考核小组，采取不打招呼、不设预

案的方式，临机组织常态化的战备突击
抽查，结束后及时召开讲评会，细化解
决存在问题。

近日，又一场损管操演悄然打响，考
核组临机设置“敌特袭扰”“鱼雷攻击”等
预案外情况，应急分队官兵紧急出动，灵
活处置突发特情，圆满完成全部考核，单
课目优秀率较以往提升20%。

南海舰队某大队突出实战背景严格组织操演

应急分队，不再照搬“剧本”

“哎，机关下周又要过来蹲点了！”
周日的营部行政例会上，听到这个消息
的我不禁头疼不已：怎么去收他们的伙
食费？

蹲连住班缴纳伙食费早有规定，
为啥成了我们司务长头疼的事？这还
得从上一次机关来我们营蹲点的经过
说起。

当时正好我在休假，月底核算经费
的时候，我发现伙食费比计划的超出了
一些，便询问在我休假期间负责营里财
务的炊事班长，没想到得到这样的回
答：“机关来蹲点是对我们工作的关心
和帮助，哪好意思收他们伙食费？”

收的话就是跟上级领导“要钱”，还
容易得罪人；可不收的话我就只能自掏
腰包垫上，数目也不小。

思忖再三，我还是决定去收，于是
硬着头皮一个一个联系当时来营里蹲
点的机关干部，没想到大家都表示立马
补上，这让我悬着的心一下子落了地。
可一想到蹲点的还有旅领导，我就更头
疼：直接跟旅领导“要钱”肯定吃力不讨
好，可托人要吧，估计这样的“锅”没有
人愿意背。

苦恼了几天，我突然想到可以找协

理员想办法，可一番询问，协理员恰巧
出差，这事便一直拖着。

大家都答应交了，可收的过程中我
又遇到了难题：旅机关和我所在营分别
位于不同的营区，彼此距离较远。伙食
费结算必须是现金完成，日常操课期间
不可能因为这点小事单独派车去取，节
假日自己利用外出购物时间过去时，有
的机关干部调休又不在位……最后熬
了一个月我才把伙食费收齐。想想这
段经历，我真是闹心。

周一，机关干部如期而至，我正琢
磨着如何在当兵蹲连结束前适当“提
醒”大家一下，别再遭遇去年一样的难

堪。“司务长，蹲点的机关干部来找你
了！”突然，上等兵小王的话打断了我的
思绪。

难道要过来检查？我急忙出门迎
接，没想到他们首先跟我询问了伙食费
的标准，接着就把一周的伙食费都交齐
了，还让我在他们个人“廉洁卡”伙食费
一栏中一一签字。

原来，前不久旅里制订了《党委机
关作风改进措施》，把交伙食费作为机
关干部蹲点的第一条规定。拿着刚开
好的伙食费单据，我不禁感慨道：风气
变好了，烦恼自然就少了。

（肖 飞、杨兴灿整理）

收伙食费的烦恼不见了
■第81集团军某防空旅电子防空营司务长 石宪铎

前几日，武警某部的一名指导员

在政工例会上表达了个人不满：前来

蹲点帮建的个别机关干部简直是在

“度假”。

定期安排机关干部下部队蹲点帮建

是弘扬我军光荣传统、改进工作作风、密

切官兵关系、加强基层建设的实际举措，

理应受到基层官兵的真诚欢迎，为何会

被如此吐槽？

笔者了解到，少数机关干部蹲点帮

建，以“时间短、任务杂、作为难”为借口，

不自觉地抱起“佛系心态”，把蹲点帮建

当成了定点休息，不查夜哨、不跟训练、

发现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蹲点

报告甚至让基层主官代写。

机关对基层的帮带主要体现在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上，这就要求摒弃“佛

系心态”，真蹲下去、真帮起来，既要以

严实作风到一线过兵的生活、体验兵的

疾苦，又要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揭露矛

盾，积极主动寻找解决对策。通过下实

劲、听实话、摸实情、用实招、办实事，真

正提高帮建质量水平，以求实务实落实

的作风取信于基层。

蹲点帮建切莫有“佛系心态”
■温华楼

前不久，北京迎来新年首场降雪。风雪中，武警北京总队执勤四支队

官兵坚守哨位、文明执勤，始终像一棵棵挺拔的青松，用忠诚守卫着首都的

安宁。

姜润邈、矫家伟摄影报道
最美“雪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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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高山之巅的航空兵雷达部
队，对空班班长王炜经过多次换乘汽
车、轮渡和小船，终于在两天后登上
了位于东海小岛的新单位——东部战
区海军某观通站。与他同时抵达的，
还有一整套等待列装的新装备。

过去，虽然新老单位的雷达探测范
围在同一个区域，但受体制编制限制，
他们之间在信息交流、人员流通等方面
横亘着一道道有形或无形的“墙”。

随着改革逐步深入，这个观通站
的新装备不断列装，新使命不断拓
展，那一道道“墙”，在官兵们同值
班、同训练、同学习、同娱乐中已悄
然消失。

观通雷达部队的驻地不在高山就

在海岛，艰苦和寂寞总是与官兵相伴
相随。上战位盯着一圈又一圈的雷达
扫描线，下战位是重复又单调的一日
生活。“以前总觉得时间过得特别
慢。”通信班班长毛印良说，“今天重
复昨天的事情，明年重复今年的工
作，新兵重复老兵的一切，感觉时间
就像凝固了一样。”
“改革拨动了我们的时钟，如今一

切都加速了！”站长王振路告诉记者，
“以前是以分钟为单位记录海上目标，
如今得以秒为单位记录空中目标，是
名副其实的分秒必争。”

一次实战化演练，上等兵夏天治
担任空情信息记录员，短短几个小时
内，他记录了上千组数据。“整个过

程，我几乎连眨眼睛的时间都没有。”
“改革加速度”带来的不仅是工

作节奏加快，还有本领恐慌。为了
掌握新装备，下士许培轩来到战区
海军航空兵某雷达旅跟班学习，学
不完的专业书、练不完的新技能成
了他当时生活的常态。现已成为对
海警戒雷达和对空雷达双料操作员
的许培轩说：“只有走出去才能反过
来审视原来的自己，是改革给了我
们这样的机会。”

在观通站工作时间最长的一级军
士长范正军说，改革释放的磅礴力量，
正推动着全体官兵加速奔跑，作为神经
末梢的基层也能享受改革红利，与强军
大潮同频共振。

东海孤岛观通站的“改革加速度”
■琚振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