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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自由活动，我到各个宿舍检查
秩序，看到上等兵小王床上棱角分明的
被子，我的心里多了几分感慨和欣慰。

时间拨回到上周二清晨，为检验全
排战士的应急能力，我组织了一次紧急
集合。“一班到齐，三班到齐，四班到
齐……”“4分 26 秒”，我满意地看了看
手中的秒表，正准备停表，可二班却迟
迟不报告。这个平时事事抢在前头的
先进班，今天这是怎么了？大概 3分钟
后，上等兵小王从宿舍里急急忙忙跑出

来，一手拎着背包一手擦汗，“7 分 01
秒！”我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怎么回
事，你一个人拖了全排后腿！”

事后，二班班长小刘找我承认错
误，事情也浮出水面。原来，小王被子
一直叠不好，每次内务检查通报总是
“榜上有名”，为此也没少受批评。无
奈之下，小王请班长从网上买了一块
特制帆布，将其缝在被罩内，果然第二
天就因内务进步较大受到连长表扬。
可高兴劲还没过，个中玄机就因为紧
急集合败露了。由于帆布太硬，小王
在紧急集合装背囊时手脚并用都装不
下。本想靠帆布给班里添彩，却不料
吃了帆布的亏。

了解整个经过后，我把刘班长和
小王叫到一起：“被子叠不好，还可以
慢慢打基础。一些旁门左道可能一时
起效，但因此牺牲了战斗力，拿什么补
偿？”听完这番话，他们都羞愧地低下
了头。当天下午，小王就把被子里的
帆布拆掉，并开始反复练习，我也特意
安排一名内务标兵手把手教他一些实
用技巧。

拆除了一块帆布，更要“拆除”战士
身上的和平积弊。又一天清晨，我再次
组织紧急集合，全员用时 4分钟。第一
个冲下来的小王，站在队列里格外精神
抖擞。

(孙 宇、董浩南整理)

拆除的，不只是一块帆布
■北京卫戍区某警卫团排长 曹 建

5公里武装越野 24分 33秒、800米
赤臂蛙泳 21分 34秒……这是前不久，
第 73集团军某旅勤务连参加建制连专
业基础考评交出的成绩单。

也许这个成绩放在其他单位不算
什么，但这个连队的参考对象，很多是
驾驶员、炊事员以及其他保障机关的勤
务兵。而且，所有人要在 11 个小时内
连贯完成7个课目 12项内容的考核。

回忆起一个月前，连队接到参加
集团军建制连专业基础考评通知时的
场景，连长刘东仍然难掩内心激动：
“大家得知后都很兴奋。由于工作性
质的原因，连队官兵平时很少有这么
大的平台展示自己；再者，平日里大家

训练时间相对较少，与其他连队比军
事素质有差距。这次考评给了大家一
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虽然连队备战士气高昂，但还是遇
到了不少问题：迎考压力大，日常保障任
务依然要执行，尤其是一些重要岗位参
考人员抽不开身，训练时间难以保证；官
兵军事基础相对薄弱，个别同志一些课
目刚刚入门，成绩不理想……

一连串的问题接踵而至，让刘东很
是着急。

点位散，困难多，总有办法解决。
针对连队实际情况，旅党委专门召开
会议研究，由常委牵头成立训练指导
小组，到连队蹲点，对一些重点难点课
目进行专项辅导，从“打基础”开始，逐
渐向“精技能”迈进；从其他营抽调精
干力量补充各个保障点位，让参考人
员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应考；机关

积极同其他单位协调训练场地、训练
器材，确保不因硬件保障问题耽误训
练进度；连队也开动脑筋，通过结对子
的方式成立互助小组，确保人人“跟得
上，不掉队”。
“驾驶员、保密员等岗位上的参考

人员，白天无法离开，我们将制订好的
训练计划、考核内容送到他们的保障
点位，以便让他们跟上连队的训练节
奏。”刘东介绍道，收到相关资料后，这
些战士白天利用点滴时间认真复习，
晚上回到连队“开小灶”加练……“凌
晨查房的时候看见他们还没休息，既
欣慰又心疼。”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月的摸爬
滚打，终于换来了喜人的成绩。对比考
评前后连队官兵合影，记者发现连队每
个人都更黝黑，更结实。不少人感慨：
“这一次，我找到了打仗的感觉！”

“我找到了打仗的感觉”
—第73集团军建制营（连）专业基础考评现场见闻之四

■胡建厚 本报特约记者 赵 欣

前不久，我发现上等兵梅棋明有些
反常，平日里活蹦乱跳的他变得有些沉
默寡言，干什么都是一副有气无力的样
子。经过了解，原来是梅棋明在上次优
秀义务兵评选投票中排名靠后，自尊心
受到了打击。

对于战士而言，渴望荣誉是好事，
但仅一次评选失利就闹情绪，未免反
应太过偏激。为了帮助梅棋明尽快摆
脱消极情绪，我主动找到他，经过一番
推心置腹的交流，进一步了解到事情
的原委。

梅棋明是中队的网络维护员，负责
中队三级网的日常维护工作，平时尽职
尽责、任劳任怨。可在上周的优秀义务

兵评选中，没承想却是一票未得，这让
他怎么也想不通。尽管劝慰他“票数不
能代表一切”，但当自己的努力没人看
见、没人认可，这种滋味换作是谁都不
好受。

结束谈心后，我陷入了沉思。为什
么勤勤恳恳干工作，为集体默默付出的
人会感受不到大家的认可？仔细思量，
其实我这个排长难辞其咎。梅棋明本
就不善言辞，且辛勤工作常在深夜，除
了中队干部和当班哨兵之外鲜有人
知。如果带兵人缺少及时的公开肯定
和表扬，那么就可能造成他默默付出却
也默默无闻的现状。由此及彼，中队还
有多少像梅棋明一样的人？又有多少

原本满怀热忱、积极进取的官兵因缺乏
关注而消磨掉了斗志？

酒香也怕巷子深。作为带兵人，绝
不能忽视战士的每一点努力。当天晚
点名，我在全中队面前表扬了梅棋明担
任网络维护员所做的工作，希望他再接
再厉，鼓励大家向他学习。同时，经中
队党支部研究，决定定期开展“寻找身
边正能量”活动，发动官兵们关注搜集
身边的“闪光时刻”“幕后英雄”，营造向
默默奉献的先进人物学习的浓郁氛围。

随着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越来越
多的“幕后英雄”被挖掘出来，大伙儿担
当作为的劲头明显更足了。

（贺韦豪、刘小明整理）

别让战士默默付出又默默无闻
■武警湖南总队株洲支队某中队排长 王泽华

记者探营

值班员：武警江西总队南昌支队

某中队指导员 涂 浩

讲评时间：5月9日

昨天，中队按惯例组织武器擦拭保
养，我发现有的同志没有按要求将武器拆
分后再擦拭，而仅仅只是在表面“过了一
遍油”；还有个别同志吐槽：每周都擦枪，

没必要每次都这么细致。
同志们，管好用好武器装备是基层

经常性基础性工作之一，也是落实战备
工作的必然要求。认真细致地定期维
护，能够有效延长武器使用寿命，确保
手中武器保持良好状态，随时都能投入
战斗。

细功夫、实功夫、长功夫才是真功

夫。无论是擦枪，还是其他经常性基础
性工作，低标准的工作落实不仅空耗时
间精力，更会影响战斗力提升。对此，希
望同志们能够端正思想认识，自觉对照
战斗力标准，认真对待每一项工作，在末
端落实上、细节微小处严格要求，在本职
岗位上一点一滴夯实战斗力基础。

（张可煜、朱光锦整理）

擦枪也要擦出战斗力

迎检如迎考，带兵人想把单位建设

好的一面展示出来，是积极向上、珍惜

荣誉的表现。但少数单位本末倒置，面

对各级检查帮带，将问题掖着藏着，给

“丑处”美颜，致使暴露问题的环节挂了

“空挡”。不仅不利于补齐建设短板，更

影响了单位建设的风气。

管理学上有这样一句名言：当把

问题的根源找准了的时候，问题其实

已经解决了一半。主动“亮丑”，利于

问题浮出水面，使矛盾及时得到化

解。如果不敢“亮丑”，甚至想尽办法

“遮丑”，结果就是“伤口捂着烂一

片”，最终动摇了单位建设的根基。

因此，各级带兵人面对检查要敢于

“亮丑”，并积极“治丑”，形成提升建设

水平的科学闭环。从另一个角度看，各

级检查组也要给予基层“容错支持”，杜

绝动辄“通报批评”，防止基层干部闻过

则“忧”。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基层建设

稳中有进，向上向好。

敢于“亮丑”，才能“治丑”
■第76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张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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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度，不少单位陆续组织机关
对基层全面建设情况督导检查。近日，
笔者分别走进陆军第 75集团军某旅和
第 76 集团军某旅，针对工作组检查情
况进行采访。采访中，两个旅级单位工
作组成员不约而同地对笔者发出了“家
家有本难念的经”的感慨。

原来，两个工作组检查的结果竟截
然相反：一个是“清单很长”发现不少问
题；另一个是“白纸一张”工作毫无瑕
疵。

前一个工作组为什么查出的问题
那么多？“其实有些问题被登记，基层打
心底里并不‘服气’。”第 76 集团军某
旅指导员郭凯无奈地说道，“要求大课
笔记要记两页以上，部分同志没有达到
标准，就被通报为‘上课不认真，态度不
端正’。”诸如此类被通报的问题还有内
务标准不高等。
“‘鸡蛋里挑骨头’式的检查让基

层无所适从。”该旅一名刚刚上任的连
长坦言，他以前在机关工作的时候，为
了体现自己有水平有能力，总会在检

查中想办法发现更多的问题。“用条令
条例去规范，如果都做到了，那就提高
标准搞横向比较，总不能检查一圈没
有结果，于是基层被查出来的问题就
越来越多。”现在换位后，他对此感触
颇深。

与此相反，让第 75 集团军某旅纪
检科干事付自杰伤脑筋的是：在检查中
发现基层工作毫无瑕疵，导致最后总结
问题的清单是“一张白纸”。
“‘一张白纸’，只能说明迎检工作

做得太好了。”付自杰哭笑不得，“像连
队党支部会议记录，那一天明明临时安
排了视频会议，工作安排上有冲突，支
委会却如期举行。”连队主官解释是晚
上加班召开的，这样的回答让付自杰一
时语塞。
“怎么可能没问题？怕查出来被通

报，这样对连队建设影响太大，我们只
好想方设法遮掩。要想改变基层的迎
检态度，机关必须建立‘容错’机制，树
立正确导向。”该旅一名指导员说，倘若
撞在“枪口”上，再多成绩都抵不过，所

以要打起精神迎接检查，尽量别在机关
面前“冒泡”。
“不论是将发现问题与工作能力画

等号，还是对问题藏着掖着，都不利于
单位建设长远发展。”对此，两个单位党
委一班人都有清醒认识。随后，他们结
合学习贯彻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精
神，纠正官兵政绩观上的偏差，树牢“发
现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的观念，摒弃
“显绩压过实际”思想。两个单位不约
而同相继作出规定，要求检查组“少批
评、重整改、看实效”，责成机关将“回头
看”方法常态化，确保已发现问题整改
到位，及时发现新问题、新矛盾。

机关基层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工作检查就会促进单位建设全面
发展。前不久，第 76 集团军某旅在交
班会上明确，机关检查不应预设问题
指标，普遍性问题不再通报具体单位，
个性化问题重在帮助解决；第 75 集团
军某旅以干部讲评大会为契机，在建
立“容错”机制的同时端正基层一线带
兵人迎检态度，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清单很长”VS“白纸一张”
—从两个工作组检查结果管窥正确的政绩观

■赵 超 赵炫竹

基层工作是动态的，前进中存在问

题是必然的。可是有些问题偏偏等到

上级检查才发现，而有些相近的问题又

总是在重复出现。这是不是值得我们

深思呢？

抓建基层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发现

问题、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让问题充

分暴露出来，现场“把脉”，对症下药，结

合实际制定整改措施，这种做法才是正

道。存在问题并不可怕，但如果忽视问

题的存在，对问题视而不见，其结果必

然会造成问题接连不断，隐患禁而不

绝，与检查的初衷相悖。

比表态更重要的是担当。抓建基

层，各级工作组要有一种“千困难万困

难，真抓实干就不难”的积极态度，把主

要精力放在解决现实问题上。撕破问

题的外衣，刨根问底，找寻问题背后的

问题。不仅要“看病开方”，更要“上门

回诊”。发现一个问题根治一个问题，

不断促进单位的全面发展。

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问题上
■第75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张旭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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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昆仑山下，新疆喀什军分区军人运动会暨创破纪

录比武竞赛拉开帷幕，数百名官兵同台竞技，多项课目纪录被

打破。图为比武中获奖选手与家人共享荣光。 李小龙摄
共享荣光

谢 岩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