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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军队编制体制调整改革

中，机关编制缩减，成功“瘦身”，基层

配置增加，功能更全。

一加一减的改变，呼唤的是部队

深层次的“换代升级”。机关小了、层

级少了，基层大了、空间多了，横宽纵

浅的新体制编制，迫切需要一线带兵

人转变抓建基层的思维理念和方式方

法，找准新起点上基层建设的突破口。

与改革后基层得到的空间与自主

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层在抓建过

程中找不到方向、放不开手脚的情况

仍然不同程度存在。有的按纲抓建方

案照搬照抄、千篇一律，不会结合单位

特色优点和矛盾问题针对性地制定目

标；有的不能结合任务实际加强协调

统筹，习惯于“大呼隆”“一锅煮”，不注

重工作质量，满足于“时间到，任务

毕”；也有的过于依赖上级机关的指

导，不注重加强自身建设，常常陷入

“任务来了忙任务，任务走了等任务”

的被动状态和恶性循环。

鼓要敲到点儿上，笛子要吹到

眼儿上。抓建基层同样如此，只有

把基层建设过程中的矛盾问题摸清

了、抓建关系理顺了，找准方向和抓

手，才能研究制定科学精准的抓建

方法，从而不断提高基层建设的质

量。

“欲多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

则思不达。”基层经常性事务繁多，面

临领导机关的检查指导、复杂繁多的

重大项任务等，容易分散精力。要注

重理顺“上级抓”与“自身建”的关系，

机关指导帮带基层建设，要先当好“领

路人”，再当“验收人”，基层单位更要

结合自身的矛盾问题与工作目标找准

抓手，不断提升自主抓建的能力。如

此上下合力，“有效简化”，方能种好基

层这块“责任田”。

逻辑学中“奥卡姆剃刀定律”指

出，复杂会造成浪费，效能来自于简

洁。部队各级抓基层不能像螃蟹吃豆

腐，乱抓乱挠，吃的不多，抓得很乱。

而是要立足于长远发展，像捅火炉那

样，找准关键，捅到点上，基层这个大

火炉才会越烧越旺，才能释放出更多

的激情与活力。

为山者基于一篑之土，以成千丈之

峭。基层是强军的基石，也是落实强军

举措的末端。在新起点上推进基层建

设，只有把“新”梳理清、钻研透，才不会

陷在“旧”的窠臼里。只要我们针对突

出问题，找准重点抓手，把有限的精力

与资源优先放到最关键的部位与环节

上，就一定能带动部队整体建设水平的

全面提高。

找 准 抓 手 好 发 力
■鲁成军

基层建设有其独特的抓建方式和运
行规律，这是我军长期实践的结晶。一位
老基层形象地比喻，各级抓基层不能像螃
蟹吃豆腐，吃进去的不多却抓得很乱，搞

不清楚基层单位的差异性，“眉毛胡子一
把抓”的做法，其结果必然是费力不小，成
效不大。

中部战区陆军某特战旅党委不断校正

基层建设思路，一改过去粗放式的抓建方
式，依据各单位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
具体对待，变面面俱到为重点突破，以点带
面，基层建设形势普遍向上向好。

中部战区陆军某特战旅在组织“兵王争霸”赛后，获奖队员在横幅上签名留念。 肖腾达摄

面面俱到的抓建

方案全被否决

去年年中，中部战区陆军某特战旅
党委召集所属各营党委汇报下半年工作
打算。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各营精心准
备的抓建方案被推倒重来。

开会前几天，一营教导员赵红运
把全营干部召集起来，参考去年年初
制订的建设规划，按照下半年的重点
工作，以及《军队基层建设纲要》规定
需要基层日常落实的 8 个方面工作，
逐个“过筛子”、定措施。大家你一言
我一语，很快凑成了 9 页多的工作打
算。

赵红运还和机关反复沟通，多次
调整修改抓建方案，直至达成一致意
见。营下半年建设思路的纸质版已经
正式上交机关留档。赵红运以为同过
去一样，会上念一念，也就是走个程
序。

会议如期开始，这份面面俱到的
汇报提纲，频频被旅党委一班人打
断。赵红运汇报到一半，干脆被制
止，让回去重新写。赵红运脸上火辣
辣的，心里有点想不通：当前存在的
问题都讲了，整改措施和抓建目标也
定了，该写的都写进去了，而且年年
汇报都是这样的套路，为啥偏偏这次
通不过？

后面汇报的几个营，同赵红运的
情况一样。汇报会不得不临时中止，
一时间，会议室寂静无声，大家面面相
觑。

面对各营主官的不解和困惑，一位
旅领导直截了当地说，不同的营连有着
各自的优长与短板，有的单位训练基础
较弱，有的单位凝聚力不强。而各营制
定的抓建方案却大同小异，换换单位名
字都可以套用，这种缺少针对性的方案，
能推动基层工作吗？

这位旅领导话语直白而又不留面
子，“怼”得各位营主官哑口无言。大
家不得不承认，计划写起来面面俱到，
听上去头头是道，落实起来往往却用
不到。

二营营长李自彬坦言，旅领导“怼”
得对，方案看起来满满当当，实际上年年
老一套，循环往复，原地踏步，因为各营
连的差异性没有凸显出来。
“我个人觉得，这种撒胡椒面的方

式用处不大。”原无人机侦察营教导员
张峰接过话茬。在他看来，什么都抓，
等于什么都抓不好，该抓的没有使上
劲，不该用力的又反复折腾，何谈有效
果、出成绩。

讨论至此，各位营主官统一了认识，
明确了抓建思路，认认真真把自己的“短
板”找出来，再老老实实盯着“短板”发力
用功。

在 为 抓 建 方 案

“瘦身”中看清自己

会后，旅党委一班人简单碰了个头，
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尽快为各营面面俱
到的抓建方案“瘦身”，并统一了标准：为
每个单位梳理出 2个重点问题，整理出 1
条解决方案，确定 1 个字的建设思路。
随即，他们奔赴各自定点帮抓的营，俯下
身子，摸排考察。

就像打仗的时候寻找突破口，需要
侦察、分析、权衡一样。只有把问题找准
了，才会避免多头出击，从而实现从“概
略瞄准”向“精确制导”转变。

在特战二营训练场，一位旅领导特
意“赶走”了陪同的干部，留下战士们单
独谈心。从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到
营队建设的意见建议，看着旅领导真挚
诚恳的态度，战士们渐渐地打开了话匣
子。
“营里什么都要抓，时间一长大家都

疲沓了，年年老一套，就是不见效，久而
久之，削弱了大家的激情与活力……”下

士刘奇第一个谈起自己的感受。改革
后，他主动申请来到特战旅，本想着学习
一身特战技能，练就打仗硬功，但面对各
种繁杂的任务，被动应付的多，主动出击
的少，忙乎半天没啥长进，总有种原地打
转转的感觉。

不注重尖子骨干的培养，有些课目
还有“一锅煮”的现象、比武争先的氛围
不够浓烈……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像竹
桶倒豆子一般，点出了多个营队建设中
的具体问题。
“这些问题当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什

么？”听罢战士们的发言，旅领导又鼓励
官兵们透过现象看本质，不少官兵都说，
感觉单位建设太平了，既没有出问题冒
泡，也没有啥成绩冒尖，在旅里没有存在
感。这位旅领导在笔记本上重重写下一
个字：冒！

为了帮助侦察营找准抓建思路，定
点帮带的旅领导来到这个营后，第一时
间打起背包、住进班排，与官兵们同吃、
同住、同训练。和战士们几天相处下来，
这位旅领导把这个营里里外外摸了个
遍。

侦察营有尚武传统，官兵军事素质
过硬，练兵氛围浓厚。去年年初，旅里从
侦察营挑选了部分训练尖子调整至特战
营，导致营里的训练成绩下滑，甚至有干

部抱怨说，一边培养人才一边流失人才，
缺少人才啥事也干不好。
“调整人员是为了全旅的建设大局，

训练尖子虽然走了，但营里依旧要发扬
尚武精神，培养出更多的训练尖子。”在
旅领导的解释下，官兵们渐渐理解了旅
党委一班人的良苦用心。“拼”字，是旅领
导为侦察营找到的下一步建设方向，他
鼓励官兵们不管遇到怎样的调整和任
务，都要继续发扬拼搏精神，接续培养人
才，更要敢于同自己送出去的训练尖子
比拼。

无人机侦察营自组建以来，先后组织
了“纠陋习、暖兵心”“官兵手拉手，成为好
朋友”等一系列活动，由于形式新颖、贴近
实际，顺利解决了官兵融合交心不够等问
题。前来调研的一位旅领导了解到情况
后，对于他们的做法给予肯定，但觉得有
必要扩展一下创新的广度和深度。

无人机侦察营装备新、技术含量高，
要想驾驭好装备，不仅要掌握更多新知
识，还要创出一系列新训法新战法。最
终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在“新”上继续作
为，把创新的劲头运用到新装备的研究、
培训与学习上，延伸到基层自主建设的
每一个环节中、每一个战位。

与营连主官进行讨论座谈、和基层
官兵谈心交心、在全旅范围内展开问卷

调查……就这样，在接下来几天里，旅党
委一班人借助多种方式，搜集整理基层
营连的建设特点与矛盾问题，进而深入
分析，帮助基层把准自主抓建的“脉搏”。
“统”“冒”“势”“拼”……在随后进行

的旅党委扩大会上，旅领导现场公布的
每个营一个字的建设思路，并做了阐述
解释。尽管简单到只有一个字，但各营
主官们如醍醐灌顶、深表认同，一下子有
了感觉，找到了抓手。

找准突破口带动

全盘活

一个字的抓建思路能带来多大改
变？特战二营官兵对此有着十分真切的
感受。

二营营长李自彬清晰地记得，2017
年改革之初，二营由步兵营改编成特战
营，多数官兵心怀“特战梦”，想要在新单
位大展拳脚。然而短短不到一年时间，
就有部分官兵积极性减退，全营建设不
温不火。

正是需要奋斗的转型关键期，缘何

情绪低落？二营从营长、教导员到各连
的连长、指导员，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却一直没有找到破解的办法。

转变，是从旅党委给二营制定的
“冒”字建设思路开始的。

一个“冒”字，直击二营建设短板，点
醒了二营党委。半年内培养出至少 20
名各个岗位的训练尖子、80%以上的官
兵要完成伞降实跳任务、要全年叫响“练
体能强技能，大比武争第一”口号……翻
看二营今年的自主建设思路报告，条条
措施言简意赅、目的鲜明，皆围绕“冒”字
展开。

一个“冒”字，由于简短清晰，经传
达后，二营官兵人人牢记于心，凝聚起
了广泛共识，大家时刻都朝着这个目标
努力。

在以前旅里组织的比武考核中，二
营六连战士莫开银的武装五公里成绩排
名经常在全旅第三到第五之间徘徊。尽
管始终没有夺冠，但他一直对自己全营
第一的状态很满足。但一个“冒”字，深
深刺痛了他。自那以后，他不仅训练时
更加认真了，休息时间还经常加班加点
训练，终于在今年年初的定级考核中夺
得全旅武装五公里课目第一名。

在二营，像莫开银这样发生转变的
官兵还有很多。从“冒”字提出到现在 8
个多月过去了，二营不仅率先完成了整
建制伞降实跳训练任务，还培养出了伞
降、潜水、爆破等多个专业的岗位尖兵共
计 22名。前不久旅里组织抽考，二营 3
个连队包揽前三名。

和二营一样，自从有了自己清晰的
建设思路，该旅各营建设都稳步推进、蒸
蒸日上。

侦察营以“拼”作为营队建设的中心
目标，按照难易层次区分，将下半年的工
作划分为三个阶段，确保营队建设稳步
推进。同时，营党委为各连在全旅范围
内指定了相应的对手，通过与特战连的
比“拼”较量，争取年底考核的排头地位，
确保各连成为旅全面建设的样板连、先
进连。

无人机侦察营以“新”为工作重心，
通过研究新型无人机装备，研究创新训
练方法、探索掌握无人机侦察的有效手
段，把官兵的心思精力凝聚起来。无人
机侦察营营长张云锋曾是无人机专业的
门外汉，去年以来，张营长始终注重研究
学习，力争让新装备发挥出最大效能。
在他的带领下，无人机侦察营迅速掀起
一股学习热潮，官兵们把心思精力集中
到专业训练上，先后攻克了数十道技术
难关。前不久，该旅无人机侦察营顺利
完成“实飞”任务。

今年，该旅各营依旧按照“一个字”
的抓建思路，有针对性地解决营队遇到
的新情况、新问题，官兵们的练兵热情也
进一步被激发。面临旅里即将展开的伞
降、潜水等高危课目，官兵们积极主动报
名申请参加，部队活力大幅提升。

一个字改变了一个营。起初各营主
官还担心抓不全面，甚至抓偏了，这些看
得见、摸得着的新变化，让大家吃了定心
丸，信心更足了。

如今，这个旅营连主官们的认识还
在进一步蜕变升华。可见，一个好抓手
对于基层建设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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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抓建：“一个字”改变了一个营
■俞 博 本报记者 周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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