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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视点

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世界上怕就

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海

军党委继去年开展“讲政治、讲纪律、讲

规矩，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专

题学习教育之后，不换名头再一次进行

连续学习教育，下大气力推进系统整顿、

深入整顿、持续整顿，体现了不达目的绝

不罢休的“认真劲”。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军转型发展取

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部队常年形成的

“疑难杂症”一时半会还不能全部除净，

“清淤除滞”远未见底：有些问题屡禁不

绝，有些矛盾久未解决，有些责任落虚落

空，思想认识、工作力度、实际成效还有

不小差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三

尺冰冻非一日之功。”面对深层次矛盾问

题，需要继续深化、久久为功,需要韧劲

和狠劲，清长期未解的“淤点”，通梗阻不

畅的“堵点”，解悬而未决的“难点”，在系

统、深入、持续上下大功夫。

推进系统整顿、深入整顿、持续整

顿，首要的是取决于思想认识的深度。

要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跟进学习习主席最新重要讲

话，自觉与习近平强军思想对表，特别是

要对照习主席指出的“四个有的”，经常

自警自省，切实把贯彻落实习主席决策

指示作为政治标准、工作标准、检查标

准、考核标准鲜明地立起来。要发扬“越

是艰险越向前，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亮剑

精神，勇于正视和面对存在的问题，深挖

彻查思想污垢，在灵魂深处来一场自我

革命，从根子上铲除沉疴积弊滋生蔓延

的土壤，在抵制错误思想侵蚀影响、战胜

私利“小我”中脱胎换骨、浴火重生，铸就

百毒不侵、金刚不坏之身。

深化整顿，贵在常长，难在严实。整

顿越深入，就越要一锤接着一锤敲，方向

不偏、用力不虚，认真查找解决问题背后

的问题。整顿要系统全面，把整顿的要求

贯穿各项工作和建设的全过程，覆盖到思

想、组织、作风建设全系统，覆盖到军事训

练、政治工作、后装保障、纪检监察全领

域，防止和克服零敲碎打、顾此失彼；整顿

要深入见底，解决深层次问题、老大难问

题、问题背后的问题，从事关方向性、原则

性、根本性的方面找到原因症结，防止和

克服就事论事、浮在面上；整顿要持续用

力，抓反复反复抓，推动形成常态化长效

化机制，防止和克服时紧时松、回潮反弹。

不触及“硬茬”，深化就是空话。对

于党的建设根本性问题、影响备战打仗

的问题、深层次敏感棘手问题、普遍性现

实问题、基层关注官兵反映强烈的问题，

就得刮骨疗毒、挖疮去腐，形成雷霆之

势。必须全面审视正在开展的各项工作

和建设，从正在做的事情严起抓起，符合

习主席指示要求的就旗帜鲜明地坚持，

有差距的就认真及时地调整，不符合的

就毫不犹豫地摒弃，坚决做到对习主席

忠诚、听习主席指挥、让习主席放心，确

保人民海军忠于党、舰行万里不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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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整顿，贯穿各方

面全过程

最怕“头痛医头、脚

疼医脚”，零敲碎打、不见

全局

早春北京，灯火通明的海军机关办
公楼里，海军某局参谋魏华均和几名同
事听到了熟悉的就寝号声。

22 时 30 分，完成海军军事工作会
议筹备环节的部分工作后，他们所在的
党小组围绕“三讲三整顿”专题学习教
育的每周例会如期召开。
“梳理和平积弊具体表现，必须加

强与机关各部门的沟通，确保表述准
确；议程中增加的议题，明天一早一定
全部通知到位，给各参会单位留足准备
时间……”魏华均结合此次会议筹备进
行剖析，将办会做法与政治规矩、纪律
要求一一对表，系统梳理与上级、下级、
同级协调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重党务、兴业务。”在海军机关，像

魏华均和他的同事们这样，协调互通、
精益求精的事例还有很多。

专题学习教育活动中，海军机关部
署对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及练兵备战、
后装保障等领域实现全系统覆盖，机关
各部委、各局办，对上严格对表、横向加
强协调、对下找准问题、政治整训落地
合力的效果明显。

去年 12月，海军参谋部、政治工作
部、装备部接连下发通知，分别对外事
活动中政治委员的工作安排、舰艇（编
队）政治委员指挥位置、海上编队临时
党委设置等问题进行明确。“核心就一
点，机关部门同向发力，持续加强海军
部队党的建设，进一步夯实各项工作的
组织基础。”海军政治工作部组织局领
导告诉记者。
“不管是机关自身的问题，还是部

队发生的问题，都能从海军机关履职尽
责不够、相互通气不够等方面找到原
因。”在年初召开的学习教育动员部署
会上，海军领导紧密联系思想工作和问
题实际进行动员，强调要从海军机关自
身抓起、以上率下，带动全海军部队抓
好整改落实。

机关各部委系统联动，集中精力解决
“为官不为、懒政怠工；畏首畏尾、瞻前顾
后；格局不高、急功近利”等3个方面的问
题，旗帜鲜明地批驳和整改“推诿扯皮、推
卸责任、推过揽功”“工作推进难、推进慢
甚至推不开、推不动”“对上不在乎、对下
不在乎、相互不在乎”等10种现象。
“有没有成系统”“能不能联动起

来”……这成了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纪
检处干事管宗治挂在嘴边的话。

2018 年，海军后勤部、装备部分别
下发《海军建设项目立项审批暂行办
法》《海军装备建设和战场建设等重大
工程项目组织管理监督暂行规定》，让
在业务工作上负责与后装保障部门对
接的管宗治如获至宝。他说：“原则性
要求少了，两份文件还能互相印证，落
实层面基层单位履行监督职能的操作
性更强了。”

政治整训，最怕“头痛医头、脚疼医
脚”，零敲碎打、不见全局。对此，海军领

导认为，不能局限于就事论事，而是要从
政治上看、从根子上抓、从全局上严，认真
落实军委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抓好
重要事项、重大问题请示报告。他们研究
出台海军《党委工作规则》，规范党委工作
运行，强化党委集中统一领导，防止用行
政会议代替党的会议、用传批文件代替党
委集体研究、用少数人决定代替集体决策
现象。

深入整顿，需要勇于

自我革命

必须“针针见血、刀

刀 见 骨 ”，绝 不 能 讳 疾

忌医

被官兵们称为“指挥员”，徐州舰政
委池勇觉得肩头上的责任更重了。

此次出海执行任务，池勇和舰长一
道被上级明确为“任务指挥员”，共同对
舰艇实施全程指挥。正式被冠以“指挥
员”称号，池勇还是第一次。

不久之后，在徐州舰和其他各型舰
艇的指挥所里，有关部门将改装增添一个
指挥席位，供舰政委以指挥员身份使用。

担任第 31批亚丁湾护航编队指挥
员的某基地政治工作部主任张家柬，有
着与池勇相同的感受。

海军决定从第 28批亚丁湾护航编
队开始，所有的海上编队实行“双指挥
员”制，“编队政治委员”走进历史，改称
“编队指挥员”。这次护航，张家柬就以
指挥员身份全程参加了护航指挥行动
和外事活动。

池勇和张家柬称谓上的变化，是海
军专题学习教育持续深化的一个缩影。

海军政治工作部领导介绍说，海军
连续两年开展“三讲三整顿”专题学习

教育，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要解决
深层次问题、老大难问题、问题背后的
问题，从事关方向性、原则性、根本性的
方面找到原因症结。

除了顽症痼疾，惯性思维、僵化思
维是首要的障碍。多年来，海军舰艇政
治工作干部指挥位置不明确，参与指挥
不顺畅；编队出海，编队指挥员多指的
是军事指挥员。官兵对此“习以为常、
见怪不怪”，就连一些政治工作干部自
己也认为“以前都是这样”。

海军党委深入调研后认为：“一个
指挥座席，一个指挥员的身份称谓，体
现的是‘党指挥枪’这个大是大非的原
则，绝不能看小了、看轻了。”

以此为突破口，海军党委首长在
“三讲三整顿”专题学习教育中，反复宣
讲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体
现形式。针对没有法规依据、不符合根
本原则的“陈规陋习、习惯做法”进行批
驳整改、具体规范，推动党指挥枪的政
治设计和制度安排落实到末端。

为了让政治干部担任指挥员名副
其实，海军从今年开始，对舰艇政治委
员、政治教导员的预选对象实行全训考
核，考核项目参照舰艇长全训考核。

一条“红线”格外清晰：“不合格者一
律不予提升。”对于这道“紧箍咒”，有些
基层政治工作干部感到很突然——有的
全训考核没有合格，直接被挡在提升门
槛之外；有的暂时还没有机会全训考核，
不得不“代理”等待转正。

对此，海军领导态度很坚决：为了
长远需要，为了把“党指挥枪”根本原则
真正立起来，必须忍一时之痛，让“紧箍
咒”紧起来，倒逼政治工作干部学军事、
练指挥。

整顿就要直面矛盾和问题，深入整
顿就得“针针见血、刀刀见骨”，绝不能
讳疾忌医。海军政治工作部领导说：
“面对深度剖析不断显现的深层次矛
盾，钉子再多、再扎人，也要一颗一颗拔
掉，直到‘捅破脓包’，除病除根。”

某单位是一个老典型，担负的使命
任务较重，可前几年接二连三“冒泡”。
是为了声誉遮着掩着护着？还是主动
“捅破脓包”？

问题反馈上来，海军领导不谋而
合：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是谁的
问题就是谁的问题，绝不被荣誉“绑
架”，绝不姑息迁就，绝不大事化小。随
后，单位主官调整、涉事相关人员受到
严肃处理……这支部队很快摆脱问题
羁绊，近两年多次出色完成重大任务。
“严下先严上，正人先正己。”在海

军机关，海军领导这样一句话常萦绕在
大家耳边：“问题在基层，根子在机关。
基层出了任何问题，机关都要从中找到
自身的问题加以改进。”

去年以来，海军党委出台全面从严
治党、党委自身作风建设、领导干部有
关待遇规定、重大工程项目组织管理等
规范性文件，推动重大事项、敏感事项
在阳光下操作，立起了以上率下、标本
兼治的鲜明导向。

持续整顿，就要抓反

复反复抓

千条万条不落实就

是“白条”，千招万招不落

实都是“虚招”

“四个不纯”“七个弱化”仍不同程度
存在；有些责任非常明确仍落虚落空；该
本级负责的层层请示，该亲力亲为的当
甩手掌柜……3月上旬，北部战区海军航
空兵党委翻起了“旧账”，把去年专题学
习教育活动中的老大难问题、顽固性问
题一项项摆出来，一点点消化解决。

不但要有问题清单，更要有整改清
单；不但要有整改清单，更要有销账清

单。晒晒旧账、逐一销账，一锤接着一锤
持续用力啃下“硬骨头”，成为一年多来
海军团以上党委机关开展“三讲三整顿”
专题学习教育活动、抓好整改落实的主
旋律。
“保密室每天门庭若市，机关来发

文、基层来收文络绎不绝的场面彻底没
了。”作为南部战区海军某旅保密员，卞
志军见证了旅党委持续纠治“五多”问
题的决心。

面对旧“五多”未完全消除，新“五
多”接踵而至的“怪圈”，该旅党委把解
决问题的抓手放到机关的工作作风和
创新能力上来，明确机关与基层工作往
来“零材料”等要求。持续调研探索文
件集签制度、无纸化办公，制定规范公
差审批程序，党委常委会逐月通报整改
进度、研究新问题解决办法、督促各级
落实。

无独有偶，海军参谋部直工局从去年
专题学习教育活动部署开始，从整合办文
入手，把为基层减负和抓好各项工作落
实，作为一个持续性课题来研究解决。前
不久，该局部署开展优秀“四会”政治教员
评比活动，连同其他7项政治工作文件一
文印发，全都是落实动作的“干条条”。

千条万条不落实就是“白条”，千招
万招不落实都是“虚招”。从旅团级机关
到战区级机关，海军各级党委持续纠治
“五多”等顽症积弊，达成加强自身建设、
实现自我革命的普遍共识。
“要敢于面对解决问题过程中出

现的新问题，尤其要坚持实事求是、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海军领导介绍，在
部署开展专题学习教育活动时，海军
党委明确要求各单位，要区分思想问
题、实际问题、作风问题、能力问题，区
分上级、本级和下级的问题；对一时难
以解决的问题紧抓不放、持续用力，对
反复抓、反复出现的问题深挖根源、聚
焦用力，对新情况、新问题纳入台账、
及时整改。

从讲政治的高度看待抓落实，让
“时紧时松”的问题从根子上得到解决。

海军本级围绕解决指挥员“五个不
会”问题开展战役集训，依托海军指挥
学院连续组织 4期预先培训，采取“互为
对手、互换角色”形式，安排近百名将军
“背靠背”进行网上对抗演练，独立完成
所有参考项目；东部战区海军保障部组
织多个工作组深入近 30余个基层单位，
梳理汇总近 400个问题，立下军令状推
进问题解决；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
队党委将党委会、机关办公会搬上基层
舰艇，现场督促整改……

一年聚焦一个主题重点发力，力争
每年解决几个突出问题。

今年初，海军党委下发的深化开展
“三讲三整顿”专题学习教育的意见中，
明确一个回合一个回合地逐年接续抓
好政治整训，推动海军政治生态根本好
转，目的就是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习主席
和军委决策指示上来，把意志力量凝聚
到加快转型建设、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
军上来，夯实海军各项工作和建设的政
治、思想、组织、作风和纪律基础。

版式设计：梁 晨

破除惯性，解决“问题背后的问题”
——海军深化“三讲三整顿”专题学习教育的启示与思考

■侯 融 孙国强 本报记者 陈国全

以往战舰出海，执行任务舰艇的“出海人员

名单”中，“任务指挥员”“机关指导组”等赫然位

列前排。

“每次出海都要搬来搬去腾房间，真折腾”“单

舰执行任务还要派指导组，指导帮建难见成

效”……基层官兵的无奈，折射出这一沿袭已久、

大家习以为常的惯例所隐含的深层次问题。

舰艇长、政治委员都经过严格全训考核，为何

单舰执行任务还要派人指导？查阅舰艇条令等法

规，皆找不到这一安排的确切出处。

真正打起仗来，舰艇出动数量多了，上级还是

否需要派领导和机关人员来指导？临时指派一两

个人，仅仅担负指挥单舰任务，舰艇党委集体领导

如何体现、责任主体怎么明确？

去年初，海军在团以上党委机关开展“讲政

治、讲纪律、讲规矩，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

风”专题学习教育活动，海军党委“一班人”将调研

反思化为具体措施落地落实，并发文明确规定：单

舰单艇执行任务，机关不得再另派指挥员、层层加

派指导组。

“以往总说机关当‘保姆’，也都知道不合理、

不合规，这次纠偏动真格了。”有着近30年军龄、在

3型新老舰艇服役过的海口舰主炮技师李明感慨

道，“‘三讲三整顿’专题学习教育活动，给各级机

关带来了明显变化，带动基层官兵对以往‘见怪不

怪’、实则‘模糊颠倒’的思想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解决具体问题，不要怕红脸出汗，不要怕破

除所谓的‘惯例’。”海军党委在巩固去年学习教

育成果的基础上，瞄准影响党的建设根本性问

题、影响备战打仗的问题、深层次敏感棘手问题、

普遍性现实问题、基层官兵反映强烈的问题，进

行系统整顿、深入整顿、持续整顿，奋力攻坚克

难、推进转型建设，正在海军机关和基层形成合

力。

■■连续开展学习教育，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要解决深层次问题、老
大难问题、问题背后的问题

■■针对“陈规陋习、习惯做法”进行批驳整改和具体规范，推动党指挥
枪的政治设计和制度安排落实到末端

■■不但要有问题清单，更要有整改清单；不但要有整改清单，更要有销
账清单，一锤接着一锤持续用力啃下“硬骨头”

记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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