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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1 日，第 74 集团军某旅各
营连官兵佩戴着崭新的战备编码标签
参加训练，个个斗志昂扬。该旅部队
管理科参谋邱辉介绍道：“以前的材
质反光，不符合实战要求。这种由特
殊材质制成的编码标签，更便于战备
训练。”近段时间以来，该旅对照实
战标准向类似习以为常的问题“开
刀”，以纠治易忽视问题为抓手，有
效提升了部队战斗力建设水平。

这一变化，还得从不久前的一次
“战斗演练失利”说起。那天，该旅
正在展开全装全课目拉动演练。突
然，电台传来上级指令——“防敌
机侦察”。接到命令后，该旅某火力
连官兵立即钻进前方不远处的密林
中。作业流畅迅速，各类装备伪装
既具迷惑性，又具有地理优势，连

长本以为胜券在握，却在密林中遭
遇“滑铁卢”。

原来，虽然所有战士的装具装备
包括个人的眼镜都被很好地隐藏了，
但部分贴于官兵迷彩服上的战备编码
标签，因局部薄膜在太阳下反光，最
终成了“敌人”火力覆盖的目标。

战备编码反光，输掉一场“战
斗”。这一结果在官兵当中引起了不小
震动：谁也没想到，在工作生活中早
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的战备编码标
签，因失去了隐蔽伪装的功能，竟成
了决定胜负的关键。
“如果这是在战场上，将会是一

个血淋淋的教训。我们究竟还有多少
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却有损战斗力的
问题存在？”演练复盘，旅党委深刻
认识到：战斗力建设容不得丝毫马

虎，必须向这些习以为常的细节问题
“开刀”，按打仗标准狠抓练兵备战。
该旅部队管理科当即废止现有战备编
码标签，考察相关厂家后重新制作利
于战备的新标签。国庆前夕，新的编
码标签配发各连。

置身战场环境，带着敌情练兵，
从每一处细节严起，从每一个环节抓
起。该旅以此为契机，对照实战标准
对习以为常的问题进行深度摸排，梳
理出“武装越野捆绑装具”“携枪 100
米障碍跑中右手不携枪”等不利于实
战环境下发挥战斗力的细节问题 16
项，将摸排出的情况列为日常监察检
查的重点内容。各连对照下发的问题
清单，能即时整改的立马整改，不能
立即整改的限定整改日期，在营范围
内，一级负责一级对单销账。

战备编码反光，输掉一场“战斗”。第74集团军某旅对照实战标准——

向习以为常问题“开刀”
■刘俊鑫 本报记者 陈典宏

众所周知，战斗力生成和提高是一
个长期过程，要有大量训练时间作保
证。与世界主要国家军队相比，我军的
训练时间并不充足，更需要分秒必争、
久久为功的发奋苦练。但郝小兵发现，
有的单位抓训练只顾着完成大纲规定
的时数，不注重训练质效，只管“练了多
久”，而不问实际“练出了什么”。

为此，郝小兵特意算了“几笔账”：
某连队利用一上午时间到训练场开展
专业训练，光来回带队、训前检查、间
隙休息等就占去一半时间，真正用于

“实训”的时间并不多；某旅前往野外
驻训，看似热火朝天，但作息安排跟在
营区没啥区别，而且一遇到恶劣天气
就停止训练；某部开展夜战夜训，官兵
搬来板凳学专业、拎起背包搞体能，把
本该白天干的事挪到了晚上，没有理
解“打仗要懂夜的黑”的真正含义。这
些单位看似把训练时间安排得满满当
当，却在无形中白白耗掉宝贵光阴，令
人心痛着急。

军事训练人员、内容、时间、质量
“四落实”，是一个不可偏废的有机整

体，一切与战斗力提升相悖的落实都
毫无意义。要想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高
训练质效，不仅要有只争朝夕、时不我
待的紧迫感，用“掰着指头过日子”的
劲头抓训练，更要反思一下我们有哪
些训练模式、组训方式、编组形式需要
改进，从训练体制机制制度上“挤”出
更多时间、释放更多活力，以推动实战
化训练水平质的飞跃，带动部队战斗
力大幅提升。

文/李晓东、徐 蕊

图/叶秉卓、付孟哲

别让训练时间失了真

金秋时节，黄叶纷飞。这一天，火
箭军某团阵管连五班班长陈立功接到
连长张航的通知：带队前往训练楼打
扫卫生。临行前，张连长特意叮嘱：
“一定要高标准打扫，别砸了连里的
‘金字招牌’！”

被委以重任，陈立功自然铆足了干
劲，带领大家高质量完成了卫生清扫任
务。岂料，没过几天，陈立功却受到了
批评。

工作高标准完成，缘何挨了批？原
来，卫生清扫那一天，陈立功看啥都不
顺眼，总觉得工作没达到最高标准。

“把窗户下的沟槽再擦一下，里
面还有点灰尘”“再看看教室桌椅摆
齐没有，我总感觉有点歪”……在陈
立功的要求下，很多地方清扫了四五
遍才算“过关”。这次卫生清扫，用
时比平时足足多了两倍，引发不少官
兵吐槽。
“工作高标准、严要求固然没错，

但凡事过犹不及，一味吹毛求疵就容易
滋生形式主义。”得知事情始末，张连
长在党团活动中，从“打扫卫生”一事
谈起，以“最高标准”为题组织大家讨
论，剖析身边类似的事情。
“机关检查，我的笔记缺了一课，

结果重新抄了一整本”“上次打草，连
里营里层层设标准，我们返工好几次才
勉强合格”……没承想，“话匣子”一

打开，相似的问题还真不少。
剖析原因，有战友诚恳地说：“有

些是自我要求不高造成的，但也有因为
各级标准不一、层层加码所致，还有的
是因为没有明确具体标准，所以不到最
后时限，工作永远在路上。”

最后，张连长总结道：“上次打扫
卫生，更多的责任在我，压了担子却没
定标准，给大家造成了心理压力。在以
后工作中，还请大家多提意见，坚决杜
绝刻意拔高标准现象。”
“只有学会给一般性事务‘降低标

准’，才能更好地为主责主业‘提高标
准’。”讨论中，陈立功也明白了这个道
理。此后，他不仅转变了观念，还成了
连队的风气监督员，时刻督促提醒大家
切勿无限度自我加码。

追求“高标准”缘何挨了批？
■司晓帆 本报特约记者 田 亮 邓东睿

“中心广场发生突发事件，现命
你部迅速前往处置！”初秋时节，一
阵急促的紧急集合哨音在武警青海
总队海西支队机动大队营院骤然响
起，大队所属官兵迅即携带武器装
备在指定地域集结。与以往不同，
此次战备拉动，他们不再将集合出
动速度作为评估重点，而是对照战
备出动流程，将各阶段的所有课目
训全训实。
“虽然速度较之前慢了一些，但考

核标准更贴近实战，成绩也更有说服
力。”该支队领导介绍说，以往组织战
备拉动演练，从上到下都把速度看得
很重，却客观上造成一些课目“被简
化”，相应的评估占比也逐渐减小，成
为另一种形式的“走过场”。今年半年
考核时，上级拉动机动大队，官兵出
动时间比规定时间快了近一倍，但仍
被指出“严重背离实战要求”。原来，
在检查官兵对武器装备掌握情况、战

备方案熟悉程度时，发现有近三分之
一的官兵不过关。

战场上要的是一支打得赢的部
队 ， 而 不 是 一 批 只 会 迅 速 集 合 的
“短跑冠军”。支队党委一班人认
为 ： 这 是 战 备 意 识 淡 化 的 典 型 表
现，问题出在基层，根子却在各级
指挥员，必须时刻立起鲜明的备战
打仗风向标，对照实战标尺进一步
规范战备秩序，引导官兵走出“速
度至上”的误区，强化大家“时刻
准备打仗”的战备意识。
“战备训练实打实，战斗力建设

才能水涨船高。打得赢比‘跑得快’
更重要！”该支队及时对战备拉动只
看集合速度的固化思维“亮红牌”，
重点突出战备专项训练考核，坚持一
个课目一个课目过、一个方案一个方
案练，不放过任何一个环节。他们还
修订完善战备物资携行规定，为官兵
印发战备物资携行卡，明确遂行不同

任务的物资携行标准，进一步正规战
备秩序。

水壶里的水放置过久不能饮用、
携行包内的军装不合体、挎包内雨
衣叠放不规范……这些看似细小的
问题，折射出的是战备演练“掐秒
表”带来的重速度、轻实战、走形
式的不良倾向。该支队积极转变战
备工作思路，把实战标准落实到战
备演练的每个细节，机关业务部门
还建立下发了涉及 6 个方面 20 余个
具体问题的 《正规战备工作秩序问
题清单》，供基层参考整改，摸索提
升战备质效的最优路径，真正实现
打一仗、进一步。

训练实起来，战斗力提上去。近
日，该支队组织战备综合演练，官
兵 打 包 背 囊 、 请 领 弹 药 、 紧 急 集
合、快速机动井然有序，处置临机
导调情况高效有力，部队作战能力
得到淬火升级。

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引导官兵走出战备演练“唯速度论”误

区，严格按照实战标准规范战备秩序——

战备拉动，怎能一“快”了之？
■胡顺强 史胜伟 郭紫阳

记者探营

潜望镜

基层之声

金雕被誉为“猛禽之王”，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0月上旬，第76集团军

某旅列兵王小虎和黄健在野外巡逻时，发现一只受伤的幼年金雕。经过他们连

日来的精心照料，小金雕的伤势终于痊愈。这一天，两人再次来到野外，将这只

小金雕放归大自然。 文 明摄影报道

再见，小金雕

量化评比，是树立标杆、促进落

实、激励担当的务实举措，重在提高官

兵工作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更好地为

推进强军兴军事业凝聚磅礴正能量。

但笔者近期在蹲点调研时发现，

一些单位的量化评比却变了味：有的

重复组织，上级刚搞完，下级接着

搞，不仅内容雷同，而且一次比一次

范围大；有的过多过滥，三天一小

评、五天一大考，部队正常秩序被切

割得七零八落；有的把量化评比当做

变相竞争，以其数量多少来反映单位

综合实力和重视程度；有的为求排名

上的好看，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使劲拿

分，对不擅长的短板不管不顾，“偏

科”现象严重……以上种种做法，不

仅违背了量化评比的初衷，也徒增了

空转虚耗，让官兵疲于应付、苦不堪

言，带来的只能是满满的负能量。

究其原因，根子还是一些单位的

工作指导出了问题，似乎不多搞一些

量化就不知道该如何抓建基层，不多

组织一些评比就体现不出部队的热火

朝天。殊不知，量化评比不在多而在

精，不在轰轰烈烈而在扎扎实实，其

评价标准只能是也必须是战斗力这个

唯一的根本的标准。

该给量化评比“瘦瘦身”了。首先

要端正思想认识，改进工作指导和工

作方式，不能不问实际、不讲科学，到

处都要量化、凡事都要评比。其次要

结合创先争优等工作，把量化评比数

量频次精简下来，坚决砍掉重彩头、图

虚名的项目，提高“含战量”和对战斗

力的贡献率。还有重要一点，就是破

除“唯分数论”，科学设计和规范量化

评比，树立正确的激励导向，多听听基

层的呼声，多看看官兵的进步，多想想

部队的发展，把量化评比作为撬动基

层建设的有力杠杆、推进练兵备战的

强大引擎，真正“量”出问题短板，“化”

出质量效益，“评”出激情活力，“比”出

责任担当，形成凝神聚力干事创业的

良好局面。

给量化评比“瘦瘦身”
■武警许昌支队政治工作处主任 刘德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