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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连以后，单调的站岗执勤不断
冲击着我浮躁的内心，刚入伍时的火
热初心也开始“降温”了。

在我看来，训练是为了考核，打
扫卫生是为了迎检，甚至站岗时昂首
挺胸只是为了不被班长批评。

今天，我像往常一样在营门口站
哨。突然，一辆出租车压着黄线停在
了营门口。

我走下哨位，正准备上前查看。
车上下来一个 20岁左右穿着蓝色连衣
裙的姑娘，她打开后备箱，把 3箱牛奶
放在地上。
“ 你 好 ， 请 问 这 些 东 西 转 交 给

谁？”我敬了个礼，问道。
“都是，都是给你们的。”她红着

脸、低着头，有些局促不安。
给我们的？我愣住了。
等我回过神来，那姑娘已经上了

出租车。我连忙拉开车门，对她说：

“谢谢你的一番心意，但是东西我们
不能收……”

姑娘不容我推托，一把拽上车门
就离开了，只留下那 3箱牛奶以及一封
粉色封皮的信。我对着远去的车影，
默默敬礼。

下哨后，我和战友们打开那封
信，一行行秀丽的文字出现在我们眼
前：“我从你们门前经过了 3年，现在
要去往别的城市，谢谢你们在这座不
大不小的城市里，用你们坚强的臂膀
守护着这份安逸……”

这样一个没头没尾的故事，蓦然
出现，倏尔远离，却瞬间改变了我的
想法。原来，穿上军装，我就代表着
这个光荣又伟大的集体，成为了人民
美好生活的守卫者。我在心中暗暗告
诉自己：“以后一定要在工作中不断努
力、拿出最佳姿态，不负人民的期望
重托。”

三箱牛奶
■某训练基地警卫勤务连列兵 黄子轩

“没想到团里取消了半年工作总结
板报评比，现在可以专心进行实弹射
击准备了。”7月下旬，新疆军区某团
一连四级军士长郭军对团里出台的为
基层减负举措满口称赞，然而就在不
久前，板报的事可没少让他发愁。

6 月底，机关下发了关于做好半
年工作总结的通知，其中的一项重要
配合活动就是板报评比，这项任务自
然而然落在了“板报达人”郭军头
上。时间紧、任务重，郭军只好连夜
加班搞突击，争取第二天就能见效
果，正当他“灯火通明”在黑板前忙
碌时，恰巧被蹲点的团政委陈申龙发
现。

郭军无奈向陈政委倒出了一番苦
水：“为了能够引起基层重视，机关
组织各类活动往往在最后都要搞评
比，就拿出板报这个事来说，连队为
了能够在半年工作总结中得到表扬、
争得成绩，自我拔高标准，安排专人
通宵达旦搞突击，不仅在版面花样上

下足了功夫，还在色彩画质上要求高
质量。”
“评比搞多了，很容易分散基层精

力，本该突出抓、大力抓的训练工
作，往往只能应付了事。”机关基层双
向讲评会上，陈政委谈及此事，要求
机关认真反思举一反三。

为此，机关在汇总收集基层困难
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后，明确规范：重
要集会提前集合时间不得超过 5分钟；
减少板报评比，板报制作要注重借助
喷绘手段；不得简单将开会发文、工
作笔记等作为检查工作是否落实的标
准；加强对上、对下和机关各部之间
的沟通协调，杜绝出现因工作对接不
精准、安排不细致，导致基层工作忙
乱的现象……

减掉多余的负担，“板报达人”郭
军的烦心事解了。在前不久的实弹射
击总结表彰大会上，郭军所在的炮三
班因实弹射击打出满堂彩，被评为
“神炮班”，他个人也受到了表彰。

“板报达人”的烦心事解了
■盖立强 王 仡

“现在需要统计上报的信息比以前
少了，重复统计的现象也不再发生。”8
月上旬，第 81集团军某旅防化营文书
陶振兴谈到旅里为减负采取的实际举措
感慨颇多。

陶振兴当文书以来，经常是“两眼
一睁忙到熄灯”。虽说“忙”是常态，
但对于该怎么“忙”、为什么“忙”，他
也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一次，中午吃完饭刚回来，人力资
源科便打电话过来要求统计上报符合随
军条件的官兵信息，内容包括官兵姓
名、籍贯、出生年月、部职别等基本信
息。陶振兴刚把信息打包上传就接到了
财务科的电话通知，打开表格一看，相
同人员的基本信息还要统计，无非额外
增加了两项内容。

陶振兴虽然很恼火，但也无可奈
何。当他整理好数据并上报完毕后，已
经到了操课时间，看着战友们披上装具
匆匆集合，他只有摇头苦笑，跟着大家
开始了下午的训练。

“我们不怕忙，就怕重复忙，忙重
复的活。”在旅常委蹲点征求减负意见
时，陶振兴毫不犹豫把这件事“捅”了
上去。
“机关‘各自为政’，资源不共

享，数据不互通，是基层反复统计信
息的症结所在……”常委会上，旅党
委一班人达成共识：要想真为基层减
负必须在抓小、抓细、抓实上下功
夫。随后，他们责成人力资源科牵
头，整合各部门资源，通过统筹覆盖
各营连官兵的基本信息，实现数据信
息与机关业务部门共享共用，消除了
部门间“信息壁垒”，大大提升了工
作效率。
“如今，在采集完善基本信息的

基础上，只需把人员变动情况和需要
更 改 的 相 关 信 息 及 时 上 报 更 新 即
可。”前几天，记者再次来到防化
营，发现陶振兴脸上的疲惫少了很
多，用他的话说，“就连睡觉都比以
前安稳踏实了。”

基层文书不为上报信息发愁了
■张 帆 本报实习记者 张 旭

在部队，我们常提“高标准”。
关 于 标 准 ， 郝 小 兵 不 得 不 多 说 两
句：在基层常常能看到，有的标准
被刻意拔高、层层加码；有的标准
定得过于主观，并不合理；甚至一

些领导干部为了凸显自己的地位作
用，喜欢另搞一套，导致一项任务
出现了多个标准。

高标准、严要求固然很有必要，但
不等同于随意定下标准瞎折腾，看似热
火朝天，实则忽视了事物发展的内在规
律。官兵面对不切实际的标准只能敷
衍了事、弄虚作假；面对多重标准往往
疲于奔波、无所适从；面对戴上“职务帽
子”的标准只能投其所好、勉为其难，从
而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正之
风，最终分散官兵精力，偏离了备战打

仗的主责主业。
当前，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度推

进，需要解决的难题还有很多，各级
压力很大，乱提“高标准”也是作风
不实的表现。郝小兵认为，各级在安
排工作、部署任务时，应多一些稳扎
稳打，少一些不切实际，实事求是制
定让官兵能够接受、又能达到预期效
果的标准，别让官兵总是来回折腾、
空转虚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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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前哨·减负进行时

8 月上旬，第 74集团军某旅狙击手
集训考核现场，四连排长刘牧之在远距
离射击课目中打出了发发 10环的满堂
彩，成功站上了冠军领奖台。

走下领奖台，刘牧之喜笑颜开：“我
的内心早就有个‘神枪手’的梦，今天终
于梦想成真！”

刘牧之从小就想当一名“神枪手”，
刚上大一的他因此决定参军入伍。可没
想到，新兵下连后，指导员看他是在校大
学生入伍，便让他担任连队文书。从那
时起，他每天面对的都是电脑和文件，枪
更是没怎么摸过，直至后来考上军校。

军校毕业后，抱着当“神枪手”的梦，
刘牧之专门来到步兵连队，可是营连主官
看他曾经干过文书，就把不少迎检的任务
交到他的手上。从此他天天埋在各种本
子里，忙着各种登记统计，当初的梦想渐
渐远去。

让刘牧之实现梦想的，是 3个月前

旅党委一班人分头展开的一次减负调
研。那天，旅政治工作部主任潘仲齐来
到四连，看着连队会议室桌上密密麻麻
的本本，陷入深思。他发现在基层连队，
“补本”已经成为部分官兵的日常工作，
不少基层干部更是“本”务缠身，不堪重
负。细翻这些“本本”，不少内容都是反
复记录，纯粹为了迎检准备的。
“这些影响主责主业的形式主义必

须坚决纠治。”从基层回到机关，旅党委
一班人随即达成共识：按照新条令规范
的“七本、五簿、三表、一册”要求，一律清
除不必要的“编外本”；全面叫停机关重
痕迹轻实效的“查账式”检查，取而代之
的是通过现场看、听官兵讲的方式来了
解工作落实情况；针对基层反映强烈的
材料多、会议多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要
求机关不得随意向基层索要材料，确需
基层上报材料的必须由部门以上领导批
准；进一步精简会议，要求基层无会日一
周不少于3天。

系列减负举措落地，基层负担明显
减轻，刘牧之得以从“补本”当中解脱出
来，开始朝着梦想发力。

“每天在训练场摸爬滚打，那样才有
兵味儿！”到了训练场，刘牧之如鱼得水，
训起来比谁都卖力。一个月后，通过层
层选拔，他顺利进入狙击手强化集训队，

训练成绩突飞猛进。
历经坎坷，一朝圆梦。刘牧之终于

练成了一名“神枪手”，但他实现梦想的
过程耐人寻味。

姗姗来迟的“神枪手”
■程锡南 王世博

排长是最一线的带兵人，也是最基

层的指挥军官，其能力素质与成长进步

直接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和军队的未

来。然而在现实中，一些排长的处境却

极为尴尬，他们没有忙在战斗力建设上，

而是忙于琐碎繁重、空转虚耗的无谓事

务，离备战打仗的主责主业若即若离、渐

行渐远。

这里面固然有一些排长刚到部队

“水土不服”的原因，但根本上还是有

的单位对排长的培养使用不够重视，

缺乏使排长迅速成才的制度机制、独

当一面的环境氛围。古人云：“人不明

于急务，而从事于多务、他务、奇务者，

穷困灾厄及之。”军人的“急务”是备战

打仗，排长的“急务”更是如此，他们更

需要尽快练就过硬的打仗本领，而不

是整天深陷“多务、他务、奇务”的包

围。在此呼吁，要为排长营造良好的

干事创业环境和平台，让他们回归练

兵备战的岗位，离“会场”远一点、靠

“战场”更近些，少操事务之虚、多行打

仗之实，在“官之初”就守好军人生而

为战的初心。

让排长离打仗更近些
■第74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潘仲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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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喜悦

8月初，武警甘肃总队组织机关

和直属队官兵开展系列文体活动。

比赛中，直属队勤务中队和汽车中队

分别获得拔河比赛和30米×2蛇形跑

接力赛第一名。走下领奖台，这两个

中队的指导员高举牌匾，和官兵们一

起分享收获荣誉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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