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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评—

由营队组织评选“十

佳班长”

第 77 集团军某旅合成四营决定开
展评选“十佳班长”活动后，碰到
的 第 一 个 问 题 是 ——“十佳班长”
该由哪里来评？

再三斟酌，该营最终决定由营队来
组织相关评选。

班长直接归连队管，为何“十佳班
长”评选活动要由营里来组织？
“在连里，大家抹不开面子。”讨

论中，火力连一班班长郝彬这样说。
事实确实如此。作为四级军士长，

郝彬即使平时犯了点小错误，连长指导
员也不好意思当着大家的面批评他，大
多选择私下里进行批评教育。
“如果让连里负责组织评选，手心

手背都是肉，时间一长，保不准就会变
成轮流坐庄。”郝彬说。

装步一连连长魏子剑，从另一个角
度表达了与郝彬相同的观点。

有一次，装步一连组织军事训练考
核，有个班长在全连拿了某项课目第
一。随后，他参加全营考核，却连前 5
名都没冲进去。
“放在全营衡量，对各位班长的

能力水平评定将会相对客观。”魏子
剑说，连队人数毕竟有限，很多所
谓的专业尖子其实是“连队水平”。
放在连队层面组织“十佳班长”评
选，很可能会影响班长的格局与眼
光。

对班排长以及连长们的意见与建
议，合成四营进行了通盘考虑，最终
决定——由营队组织评选“十佳班
长”。

在此期间，教导员侯营也考虑过
向上级建议，看能否借助旅机关的
力量来评选。但是，再一想，如此
不仅会牵扯机关精力，而且如果部
队参选基数太大，班长们很可能会
觉得离自己太远，效果不一定能得
到保证，最后索性定下了先由营队
来组织相关评选。

其实，该营做出这个决定还基于
一个事实：今天的营队与以往的营队
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全新的“旅-
营-连”体制下，营队的地位作用凸
显。体现在班长队伍抓建方面，连队
的责任更多的是发现、培养与使用，
而更高层次的发展进步则需要合成营
来搭台帮建。

新的举措意味着新的变化。让郝
彬没想到的是，变化竟然这么大：营
部公示的“十佳班长”首月评选当选
人名单中——竟然没有自己！

要知道，郝彬在连里，既是一班
班长，又是火炮技师，是连队当之无
愧的“顶梁柱”。

一项项数据对比下来，这次评选
结果让郝彬心服口服。郝彬说，从未
有过如此大的压力。从现在起，他得
赶紧加把劲，“先把‘失地’收复回
来”。

与郝彬相比，另一位班长紧迫感
更强。这位班长的专业是装甲车驾
驶，专业水平在连队数一数二。但
“十佳班长”公示名单告诉他，自己在
专业技能一栏的评分甚至低于另一个
连的新班长。

于是，这位班长也坐不住了。

来评谁—

“十佳班长”的参评

对象已经不只是班长

评选活动筹划期间，曾有一段时
间，火力连装甲技师胡峰心情较为复
杂——先是替班长们高兴，接着是怅然
若失。

当时他觉得，既然是评选“十佳班
长”，那么活动的对象自然应该是明确
职务的班长们。对班长来说，多了一个
展示的舞台，当然值得高兴。怅然若失
的原因是，像自己这样的技师，可能会
与此活动失之交臂，毕竟自己不是明确
职务的班长。

如今，胡峰的心情已经与以前迥然
不同，更多的是紧张与渴望。紧张的是
每天节奏很快，渴望的是争取新的更多
荣誉。因为，他，包括更多的岗位负责
人都被纳入“十佳班长”的评选范围。

其实，早在 2019 年年底，负责起
草评选“十佳班长”活动方案时，营部
参谋王源发现有的连队根本就没有班
长！
“一些连队不分班，每个排只有三

个专业负责人，都是车长。”王源介绍
说，如果严格按照班长职务来划分，这
样的连队直接不能参评了。

此外，王源还发现，有的连队一
个连仅大专业就能分出十几个，有的
班就包括好几个小专业。专业训练并
不是由班长负责的，而是由各专业技
师来组织。

显然，不处理好这个问题，“十佳
班长”评选活动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对此，营长段丁鹏提出：将各专业
技师划进“十佳班长”评选范围。

大家达成共识——专业技师、代理
排长、车长、司务长、炊事班长也纳入
“十佳班长”评选范围。方案上特别注
明：“班长包括班长职务及相当于班长
职级的人员和履行班长职务者。”
“部队的结构在发生变化，管理

方式也要及时跟进。”教导员侯营对
记者说，以前的班长是一个建制班的
负责人，和同班战友专业相仿。现
在，具体行使类似班长职责的，不只
是带有职务的班长，更多专业技术骨
干已经加入其中。

评选范围扩大，与之相应的是评
分内容与标准的进一步细化。活动正
式启动时，评分细则内容已多达 40
条。
“与带职务的班长相比，像胡峰这

样的技师参评会不会吃亏？”

参谋王源告诉记者，这些早已考虑
妥当。专业技师虽然不需要管理人员，
在“日常管理”上没有得分项，但由于
车辆、装备安全以及日常维护保养情况
被列入评定范围，累加起来，与班长得
分项的数目基本相当。

不仅如此，该营不断改进完善赋予
分值的规则与方法，一些可能因专业差
异而引起公平性不够的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

如今，该营所有班长骨干都纳入了
“十佳班长”评选名单。他们每个月的
成绩和排名，会被一一记录在册。

评什么—

评的是班长，比的却

是班组的整体建设水平

以前接受上级对班长的考核，郝彬
觉得压力都没有现在这么大。

以往，班长个人综合素质在总分
值中占比较大，而且同批战友进步幅
度也相对稳定，不会动不动就出现
“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的情况。

现在，这一切悄然发生着变化。
一次，旅机关来基层检查。郝彬所

带班的一名战士思想教育笔记无故缺了
几课，随即被点名通报批评。
“这个月想评上‘十佳班长’是没

戏了！”郝彬当时的感觉很强烈。因
为，在这个月，该班因手机管理工作没
到位，已被所在旅通报过一次。

郝彬之所以有这种强烈感觉，是因
为，在“十佳班长”评选活动中，班组
的整体建设水平所占分值明显变大。这
两件事，直接导致他在“十佳班长”评
选中的排名直线下降。

排名出来了。不出所料，郝彬名落
孙山。而班长赵国强第 3次荣登“十佳
班长”榜单。

赵国强与郝彬的情况有所不同，他
除了个人素质强，所带新兵进步很快。
几次比武中，他同班的这些战友表现出
色，一起把班长“推送”上了“十佳班
长”光荣榜。
“评的是班长，比的却是班组的整

体建设水平。”侯营说，只有这样，评
选活动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为提高本班的整体建设水平，班长
们明里暗里较起了劲。

郝彬开始带领班里战士主动“加
餐”，补齐各种能力素质短板。

也有班长一度认为自己是“输在了
起跑线上”。他们认为每年新兵下连分
班，好兵都被别的班先挑走了。

对此，支援保障连班长刘云龙说：

“这其实是一种错觉，没人能一眼看出
新兵的潜力有多大。有的新兵进入情况
快点，有的慢点。最后的比拼，考验的
是班长因材施教的能力。”
“每个兵都有自己的长处。”刘云龙

告诉记者，这些长处只要充分挖掘和引
导，就可以大幅提升班组的作战能力，
提升全班建设水平。

刘云龙仔细研究过“十佳班长”的
评分细则，细则囊括了班长所带班工作
的方方面面。
“从这个层面来看，与其说‘十

佳班长’这个荣誉是班长的个人荣
誉，倒不如说它是一项班组集体荣
誉。”刘云龙说，班里每个战士都可
以从中找到自己的发力点和“得分
点”，这也是活动受到高度关注的一
个重要原因。

咋评好—

量 化 排 名 不 是 目

的，端正导向、提升战

斗力才是目的

从“十佳班长”评选活动实施那
一天起，侯营反复强调一点：一切要
有利于班组整体建设水平尤其是作战
能力提升。

随着活动展开，成效显现：一批像
娄伟这样的有冲劲、闯劲的新班长脱颖
而出，各班的班组建设面貌也明显改
观。

与此同时，加分项目怎么丰富完善
和减分规则怎么调整等，成为大家热议
的话题。

给优胜者加分，这肯定没什么问
题。但该营领导想得更多：“作为一种
激励措施，给部分进步特别明显的新班
长加分，更有利于形成你追我赶的良好
局面。”

于是，评分规则很快加上了一条：
进步幅度较大者可增加一定分数。

对于大家质疑的一些减分规则，营
队也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加以调整。

一些班长认为，对上级的点名批评
通报，应该按所通报问题的大小、所造
成影响的程度进行分类，而不是所有通
报都减去同样的分值。比如没搞好卫生
和手机管理不严格，这两个问题不应该
列为同一个等级……

对这些意见和建议，营队都加以分
析和采纳，并组织人员及时对评分细则
进行调整和完善……
“热议与关注，体现着班长骨干以

及所带班组全体战士创先争优的热情及
进取心。”教导员侯营说，“营里要做的
工作，就是更多地激发出这种热情，将
其转化为实际工作能力。”

侯营深知，很多工作是没有办法细
化为评分项目及标准的。比如，司务长
平时管理营部几个炊事班，到了野外驻
训，炊事班分到各连队，这时候司务长
的分数怎么算？还有各专业技师，虽然
装备管理工作也列入“管理”一栏，但
管理装备和管理人员是不能相比的，无
法做到绝对公平。
“这时，就需要营队视情给出客观

的评定。”侯营说，“这些问题看似复
杂，但是只要明白一点，类似问题都可
迎刃而解。这一点就是——量化排名不
是目的，端正导向、提升战斗力才是目
的。把握好这一点，我们就能继续做出
更多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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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佳班长”出炉的前前后后
■本报特约记者 雷兆强 通讯员 闻苏轶 牛誉晓

班 长 ， 兵 头 将 尾 ，“ 军 中 之

母”。某种程度上，班长骨干队伍的

整体素质，直接决定着部队战斗力

建设的水平。

制胜未来战场，班长骨干队伍必

须建强。信息化战争之所以被称作

“班长的战争”，是因为随着科技的发

展，基本作战单元日益趋于精干化、

小型化、高效化，班组这一作战单元

地位作用明显提升。

当前，我军班长骨干的岗位变得

更加多元，专业技师、车长、炮长

等分担了部分班长职责。在战斗力

体系生成的链条中，每一环都不可

或缺。为适应未来作战需求，在抓

建班长队伍的过程中，应统筹兼

顾，把培养对象范围从传统意义上

的班长拓展到整个班长骨干队伍，

多方摔打班长骨干的能力素质，增

强他们带兵打仗的能力。

随着我国整体教育水平提升，兵

员质量进一步优化，大学生士兵逐年

增多。加上各类培训学习贯穿士兵成

长进步的全程，班长骨干队伍的素质

明显提升。

学历较高、思维活跃、闯劲十

足、较有主见……这些特点一方面使

班长骨干学习能力很强，但另一方

面，也可能使他们产生骄傲自满心

理，进而影响班组战斗力生成的幅度

与进程。

因此，很有必要通过搭建更大平

台，引导大家在展示能力素质的同

时，看到自身差距，进而产生赶超的

压力和紧迫感，进而带动班组战斗力

建设向前发展。

如果说一个班组就是一支箭，那

么班长就是箭镞的尖。对一支箭来

说，仅有箭镞的尖利显然不行。因

此，抓建和培养好班长骨干队伍，应

该时刻和班组的作战能力建设紧密结

合起来。

换句话说，哪种方法更有利于提

升班组的战斗力，班长骨干的培养就

应向哪个方向“生长”。因此，在抓建

班长骨干队伍的过程中，应该把班组

作战能力的提升作为重要评价标准突

出出来。

只有将班长骨干的能力素质迅速

转化为班组全员的军事素质，才能实

实在在地推动基层部队的整体战斗力

建设向前发展。

适应时代变化建强班长骨干队伍
■蒲 毅

前不久，第77集团军某旅专业大

比武中，合成四营下士娄伟成了战友心

中闪亮的“新星”。

比武场上，入伍仅4年的娄伟凭借

过硬本领一路过关斩将，在多个课目上

都取得了好名次，还把连里好几个长期

“霸榜”的老班长甩在了后面。

在战友眼里，娄伟这次是稳稳地进

了营队的“第一梯队”。一旦进了“第

一梯队”，娄伟将迎来更多在大项任务

中摘金夺银的机会。

合成四营教导员侯营在为娄伟感

到高兴的同时，还在为另一个发现由

衷开心——

代表合成四营参赛的其他新班长在

比武中同样表现出色，像副班长陈闯、

况金以及装甲技师马永富等。

“新班长扎堆跻身‘第一梯队’，这

说明我们的‘十佳班长’评选活动开始

发挥作用了，老班长在奋力奔跑，新班

长正在迎头赶上，班长骨干之间形成了

你追我赶的喜人局面。”侯营说。

侯营所说的“十佳班长”评选活

动，始于今年年初。

新年度工作筹划中，该营党委经

过再三考虑，决定把抓建班长队伍作

为突破口，通过提高班长素质来推动

班组的整体建设水平，夯实战斗力提

升的根基。

一番精心筹划，该营贯穿全年的

“十佳班长”评选活动正式启动。评选

对象包括全营所有班长骨干。

班长骨干的军事训练、教育管理、

完成任务、获得荣誉、带兵实绩、群众

评价6个方面情况经细化后，被分别赋

予相应分值。每月、每季度，营队将对

班长骨干履职情况进行综合评比，并汇

总公示。同时，他们将个人成绩与立功

受奖、选学培训等挂钩，以此激发班长

骨干干事创业的热情。

评比活动启动后，一些老班长骨干

突然感受到了“强中更有强中手”的压

力。一些新班长则迎来难得的机遇，纷

纷刻苦训练、脱颖而出。

面对刚刚结束的这次全旅专业大比

武，合成四营上士于学文心中五味杂

陈。“新星”娄伟和他是一个连队的战

友，甚至还是于学文带出来的兵。结

果，娄伟这次榜上有名，而他“哑了

火”。自己竟然输给了自己的兵——尴

尬之余，于学文心中也有“青出于蓝而

胜于蓝”的欣慰。

马上又到月底了，入伍11年的于

学文决定再拼一拼，夺回属于自己的

荣耀。

此刻，和于学文一样，他所在班的

战友都憋足了劲，想着用更好的成绩帮

助班长，与其他新老班长在下一轮的评

比中一较高下……

新班长扎堆跻身“第一梯队”
■本报特约记者 雷兆强 通讯员 闻苏轶 卫坤祥

新闻样本

记者调查

“十佳班长”评选活动激发了班长骨干干事创业的激情。训练场上，第77集团军某旅班长骨干们奋勇争先。 闻苏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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