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8基层传真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０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邓东睿

Mark军营

潜望镜

“1号靶，50环”“3号靶，50环”……
初秋时节，武警山东总队滨州支队射击
训练场上枪声大作，涌现一个又一个好
成绩。见此情形，一名中士却一点也高
兴不起来，反而皱着眉头找到作训参谋
理论：虽然雨水使训练场变得泥泞湿
滑，但铺着垫子打出的“满环”根本没有
意义，因为敌人绝不会给你铺垫子的时
间。
“班长，不就是一次训练，有必要这

么较真吗？”一听这话，中士气不打一处
来，仍执拗地坚持着最初的想法：你不撤
掉垫子，我就去找支队领导说理！

最终，这场“保姆式”射击考核被勒
令重来！

中士名叫赵犇，是该支队某中队一
名应急班班长，熟悉他的官兵都说，赵班
长一旦较起真来，就倔得像他的名字一

样，三头牛都拉不住。闻听此言，赵犇却
又板起一副严肃的表情：“发现问题就得
较真到底，这是对工作负责。”

一次晚饭，支队按照训练要求组织
官兵食用单兵自热食品。有战士悄悄溜
回宿舍吃起了泡面，说是“吃单兵自热食
品对身体不好”。
“谁造的谣，这不瞎说嘛！”为了让

大伙儿弄清楚真相，赵犇翻阅书籍、上
网查资料、咨询保障处助理员，硬是将
单兵自热食品的使用原料、制作工艺、
存储期限等弄得清清楚楚。而后，赵犇
加班加点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还在“士
兵讲堂”授了一课：军人的胃，得先是准
备打仗的胃，既能适应平时饭菜，也容
得下战时干粮。
“别看赵班长‘爱较真’，可每次都能

让人信服。”说起赵犇，战士小李回忆起

一件往事——
一次，小李在中队组织的 400 米障

碍摸底测试中刷新了纪录，没承想赵犇
当场提出异议：“小李通过个别障碍时使
用的动作，只一味求快而不求实战，属于
训练场的‘假把式’。”中队长觉得赵犇言
之有理，当场取消了小李的成绩。为此，
小李还愤愤不平了许久。

后来，小李吸取了教训，在上级组织
的军事比武中名列前茅，而不少其他单位
的战友却因这些“假把式”被取消成绩。
回来后，小李叹服赵犇“未卜先知”，赵犇
却说：“看似是较真，其实是严谨，平常对
自己严苛，关键时刻一定能够顶得上去。”

一句话颁奖辞：看似吹毛求疵，实则

严谨负责，面对愈加严格的实战化训练，

我们更需要这样的倔劲。

赵犇：倔得三头牛都拉不住
■赵向南 张 振

9 月中旬，新疆军区某装甲团团长
张晓博在野外驻训场遇到一件麻烦事：
团里的机关干部总是一天到晚追着他要
签字。

这不，又一个月上枝头的夜晚，虽然
驻训场早已响起了悠扬的熄灯号，但张
团长的宿营帐篷外依然门庭若市——此
时，机关的曾参谋、张干事、杨助理员各
怀抱一摞呈阅件，交头低语着。
“张干事，你找团长签啥啊？”“是下

个月的教育计划，政委签完了不找团长
签不太合适，曾参谋，你呢？”“刚接到上
级的轻武器实弹射击规范，这不赶紧找
团长报告，组织一个课目示范。杨助理
员，你啥事啊？”“我这个才最打紧，后天
全团组织驾驶员长途机动训练，用油报
告再不签，车都没法上路。”

就在三人商议孰先孰后请示汇报
时，帐篷里传出张团长嘶哑的声音：“王
股长，你把这个方案再研究一下，我先上
个厕所。”声音刚传到三人耳中，帐篷门

帘紧接着被掀开。看到严阵以待的三
人，张团长无奈地摇了摇头：“你们手上
的这些件，都得我签字吗？”

望着渐渐远去的张团长，三人面面
相觑，转身离去。其实，他们心里都明
白：按照相关规定，类似月教育计划、课
目示范、用油报告等事务性工作，部门领
导签字既可，团领导仅需阅件，无需签
字。
“不需要我签的文件找我签，不需要

我拿主意的事项找我拿主意，这样的情
况为什么至今没有得到改善？”第二天一
早，开完阶段性复盘讲评会，张团长顺势
把全体机关干部留下，无奈地询问。

原来，前段时间，该团制订减负措施
时，专门明确了一条“放权给机关、还权
给基层”，并制作了《机关、基层权责清
单》，对各项业务谁负责、谁来办、谁审批
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没承想，在具体
实施过程中，仍有不少机关干部还是选
择像以往一样，事事都找团领导要签字。

对此，一名机关干部在开会时道出
原委：说是各尽其责，可大家都担心，如
果不及时请示领导，到时候事情没干好，
就可能会被定义“擅作主张”，搞不好“吃
不了兜着走”。于是，保险起见，大家还
是选择按照以往的“套路”，凡事都找团
领导签字，确保不出问题。
“这是一种‘怕担责、不想为’的心

态。”得知相关情况后，张团长带着机关
干部反思起来：刻意拔高审批权限，势必
会牵扯团领导谋战抓建的精力；同样的
道理，若是本该营连能够解决的问题，甩
到机关，或本该机关干部解决的问题，甩
到部门领导，也一定会造成人心不顺、权
责不清的情况，势必影响正常工作。

为此，该团明确规定：除特殊情况
外，各级明确按照《机关、基层权责清单》
开展工作，一级尽好一级的责任、一级干
好一级的工作。如今，围在团领导门外
排队签字的明显少了，各级自主想事、高
效办事、用心干事的氛围愈发浓厚。

为啥总追着团长签字？
■吴照光 胡 杰 本报记者 颜士强

值班员：第73集团军某旅舟桥营营

长 魏廷三

讲评时间：9月27日

这段时间，我发现个别连队出现了
不好的现象：饭前集合，战士们列队笔直
地站在饭堂前，一站就是五六分钟，期
间，却不见连队主官和值班员。我一问，
原来他们还聚在连里研究工作，没来得
及赶过来。

对此，我提出批评。第一，军人以号
令为先，统一规定的集合时间，凭啥个别
干部成了“局外人”？第二，当下正值专业
训练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让劳累一天的

战士们饿着肚子“久等”，反映出个别干部
工作作风不实、官僚主义严重，没有把战
士们摆在心头。长此以往，不仅影响了干
部队伍在战士们心中的形象，更会使战士
们产生抵触情绪。

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同志们，
一个团队最重要的就是凝聚力，有了凝

聚力才能有战斗力。作为连队的主心
骨，连队主官、干部骨干除了严格要求他
人之外，也得常怀严于律己之心，注重塑
造自己，以自身模范实践影响带动官兵，
营造心齐气顺的干事创业氛围，不断推
动单位建设向前进。

（付孟哲、袁德坤整理）

别让战士们在饭堂前“久等”
自从来到“山沟沟”当排长以后，老

士官们说得最多的，就是“不敢生病”。
今年 7月，经上级机关协调，单位

与镇医院建立了合作医疗关系。得知
此事，官兵心里的“大石头”却没有落
地：虽然到地方医院看病变成了现实，
但对于如何就诊、怎样报销等问题，大
家仍一无所知。

然而，就在排里的战士倪炜栋亲身
体验了一次后，“看病容易”成了大家挂
在嘴边的高频词汇——

8月中旬，倪炜栋因外出期间食用
了不洁食物，夜间突发高烧上吐下

泻。在卫生所实施简单的退烧处置
后，倪炜栋被立即转送到镇上医院进
行救治。

很快，倪炜栋痊愈归队。他告诉
大家：这次住院，不仅费用全免，而且
后续报销由机关和医院对接，自己完
全不用操心。跟倪炜栋一同回到营
区的，还有镇医院关于合作医疗的宣
传队。听他们详细讲解了官兵紧急
就诊的具体程序后，大家甭提有多开
心了！

其实，官兵看病提心吊胆是有原因
的。队里虽然有卫生所，但卫生员大多

是经过简单培训上岗的战士，处理突发
病症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官
兵一旦生病，多数时候还是选择到镇医
院去看病。可到镇医院看病要自掏腰
包，且来回车费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久而久之，不少官兵为了节省开支，生
病后总是选择“硬扛”。

然而，自从倪炜栋看病归来，大家
的心里有了着落，再也没有为看病的事
而愁眉苦脸的人了。

8月底，我带着排里的几名战士来
到镇医院看病，医院还专门为我们开通
了绿色通道。在“军人优先”的窗口前，
无论是挂号还是取药，我们都是一路
“绿灯”。回到单位一星期后，我们还接
到了主治医生的回访电话。原来，医院
还专门为我们建立了“电话回访病情”
制度，这让我们的心里更踏实了。

大家都说，有了合作医疗，在“山沟
沟”里工作干劲更足了，再也不用为看
病而提心吊胆了。

山沟不再看病难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保障队排长 崔寒凝

国庆前夕，第77集团军某旅官兵赴驻地某小学开展“格桑花开阳光下”

对口帮建活动。收到助学款后，小央金姐妹二人激动不已，拉着“解放军姐

姐”合影。你看，她们的笑容如格桑花绽放般灿烂。

（薛子康、拓 峰摄影报道）

格桑花开阳光下

值班员讲评

小咖秀

在部队，一些思想不稳定、经常犯
错误、工作不积极的战士常会被当做
“重点人”予以重点关注，一方面是防
患于未然，另一方面是更有针对性地
对他们进行教育帮带，使他们尽快回
归日常、成长进步。但现实情况是，有
的战士一旦被贴上“重点人”的标签，
很多带兵人就戴上“有色眼镜”看待他
们，“观注”有余、“关注”不足。

为提醒战友多留意“重点人”，一
些连队干部经常把“重点人”挂在嘴

上，当面提、背后讲，一度让“重点人”
成为大家“围观”的焦点；有的连队在
建立“重点人”档案时不尊重他们的
个人隐私，将个人情况随口告知他
人，使其成为官兵热议的话题；还有
的连队专门指定负责人如影随形紧
盯“重点人”，只观察、不关心，完全不
顾他们的真实感受。

郝小兵认为，区分“重点人”只是
为了便于分类指导和有针对性地进行
教育管理，不应有任何“歧视”或“成

见”的意味，它的作用仅限于提醒带兵
人，要多关注这些人的思想情况和心
理变化，多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多帮
助他们的学习训练，使他们融入连队
大家庭、焕发活力求上进，而不该明里
暗里对他们“另眼相看”、区别对待、时
刻提防。要知道，“重点人”是我们的
战友兄弟，“不抛弃、不放弃”才是对待
他们的正确态度。

文/姜雪伟、尹兴达

图/张石水、吴奕照

“重点人”不该这样被关注

在一次基层政治教育座谈会上，教

育者和受教者各执一词：教育者说，现

在的教育对象个性张扬、思想开放，既

不愿听说教，也不爱学经典；受教者却

认为，当前有的教育内容贴近生活不

够，充满着“高大上”“假大空”，常让人

昏昏欲睡。

其实，从某个角度来看，教育就是

在头脑中搞建设，倘若不能使受教者入

心入脑，任凭教育者说得天花乱坠，也

必然是徒劳。在这场敞开心扉的座谈

会上，随着“话匣子”的打开，受教者的

吐槽渐渐声隆：有的讲，有些干部上课

时说要“求真务实”，问卷调查时却让我

们“谎报军情”；有的讲，共同条令只管

住了战士，少数营连干部把自己当成了

“法外之人”；还有的讲，有些干部遇到

困难总鼓励别人勇于担当，自己却躲在

后面推诿塞责……总而言之，可以得出

这样一个结论，战士对教育不买账的原

因有很多，归根结底是因为偏离了

“真”，教育者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说一

套做一套，受教者自然不可能打心眼里

信服，反而是教育搞得越多效果越差。

凡事成于真、兴于实，败于虚、毁于

假，任何回避矛盾问题兜圈子、敷衍人的

做法，任何用空洞的大话唬人、用不切实

际的套话蒙人，都是掩耳盗铃、自欺欺

人。某部修理连一名中士在座谈时说

道：“课堂上讲的道理，从入伍开始我们就

懂，但真正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好像并不

多。”现实中，一些教育者也是如此，总是

反复讲一些对而无用、大而无用的理论，

不善于从身边人身边事去找支撑观点的

例子。这不仅让教育变得索然无味，更

让人质疑教案的真实性。从商讲究信誉

度，为教则看信服度。教育绝不能搞成

“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只有突出

“真”字，才能说到官兵心坎里，引起思想

共鸣，进而激发受教者的行动自觉。当

然，这里的“真”，不仅是道理真，也是事实

真；不仅是说得真，更是做得真。

施教者言行一致，受教者才会知行

合一。基层政治教育要坚决摒弃讲假

话、讲大话的陋习，要讲自己信的，说自

己做的，不自欺欺人、不空口无凭，台上

怎么教育官兵，台下就怎么躬身实践，

切实树好自身形象，成为官兵身边生动

的表率、鲜活的模范。如此，教育者在

台上才有底气，官兵在台下才会服气。

教育贵在“真”关键在于“做”
■韩 鹭

营连日志

基层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