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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新闻样本

老士官为何不愿当班长

“老士官班长为何热衷于‘退居二
线’？”这一问号,一度困扰着武警上海总
队执勤第一支队的各级带兵人。

老班长们到底怎么想？该支队领
导深入班排，探寻老士官留任班长意愿
不强背后的真实原因——

家事牵绊难安心。支队中士以上
士官已有近百人成婚，不少人坦言：“当
班长虽是件光荣的事，但成家有了孩子
后，家事多多少少要牵扯些精力。”特别
是有了二胎的士官家庭，妻子一个人带
两个孩子根本忙不过来，伴随而来的是
争吵、冷战和感情危机。

压力太大缺激情。“现在‘00后’战
士思想活跃、个性鲜明，带起来比较费
劲。班里哪个战士不小心冒个泡，班长
就得承担责任，搞不好还要受处分，‘压
力山大’。”上士班长于振起的顾虑具有
一定代表性。

年龄倒挂不顺心。不少老士官年
龄比中队干部大好几岁，有的中队干部
甚至是老士官带过的兵。出于工作原
因，有时老士官会被中队干部点名批几
句。尽管知道中队干部是为了工作，但
老士官心里还是会感觉别扭，不是个滋
味。“人要脸，树要皮”，干脆不操那个
心，辞去班长管好自己就行。

二次就业很忧心。不少老士官表
示，不当班长可以腾出时间学点东西，
为退役之后做些准备。上士王再军是
名狙击手，他觉得在部队学到的“看家
本领”到地方用不上，去地方后能干什
么，心中没有底。

身体有伤吃不消。上士宋发发在
一次训练中右膝韧带撕裂，做了重建手
术。他向中队请求辞去班长职务时说：
“我很想在班长岗位上干下去，但伤情
不允许我再做摔擒、跑障碍、跳木马等
剧烈运动。”

功成名就歇口气。“我已经入了党、
立了功，在班长岗位上干得再出色也无
法提干，所以没必要那么拼了。”个别班
长的想法很现实：过一两年“船到码头
车到站”，自己也该歇歇了。

总结原因，该支队党委一班人感
到，老士官不愿当班长的原因有很多，
但少数人大局意识、奉献意识、责任意
识弱化是根本原因，如果不及时纠正，
必然影响基层建设。

谁来接老班长的班

老士官能撑起“一片天”，但如果开
始盘算个人的“小九九”，即便强留也可
能会“出工不出力”。年轻士官干劲足，
但经验不足，一时难以胜任班长岗位。

谁来接老班长的班？这一度成为
该支队不少中队干部头疼的问题。

该支队执勤 13中队骨干力量比较
薄弱，去年底，应急班班长和炊事班班长
岗位出现空缺。中队长沈彬拿着花名册
翻来翻去，竟难以找到合适的接班人。
“中队士官队伍能力参差不齐，两

极分化现象较为严重，能独当一面的多
为老士官。想干的新士官差火候，难以
扛起大梁。”沈彬坦言，当时自己一度慌
了神。

时逢机关蹲点帮建，沈彬将骨干接
班难题作了汇报。支队领导从其他中
队调了两名上士班长给 13中队，及时补
了空缺，解了燃眉之急。
“13中队这种情况在支队比较少，

中队的班长一般从中队的副班长中产
生。这次支队调整了 40多名班长，九成
以上由副班长接任。”该支队政委赵锦
荣告诉记者，资历老、能力强、形象好的
副班长会成为班长的第一人选。

但班长的配备有时会打破常规。
去年初，考虑到班长骨干的梯次配备，
执勤 14中队综合衡量后，直接破格提拔
无副班长经历的下士曹文勇担任班长，
成为中队最年轻的班长。
“你喜欢什么样的人当班长？”该支

队问卷调查显示，85%的战士选择比自
己年龄大、兵龄长的人当班长，理由是
心理上容易接受；70%的战士选择军事
素质过硬的人当班长，原因是平时工作
容易出彩；90%的战士选择以身作则的
人当班长，原因是班级会比较团结，不
易闹矛盾；75%的战士选择性格开朗、兴
趣广泛的人当班长，原因是大家能处到
一块去……
“班长并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要

过五关斩六将才行。”执勤 15中队指导
员汤卫东谈到，这次中队选拔班长时，
有名副班长能力素质不错，个人当班长
的意愿也强烈，但平时性子比较急，结
果民主测评成绩不理想，未能选上。

老班长“一身轻”，新

班长行不行

“打扫卫生、出公差接连几次都是
我。”春节刚过，执勤 13中队上等兵小赵
找到隔壁班的老乡战友发牢骚、倒苦
水。

原来，老班长周博请辞班长职务
后，新班长李庆辉是周博以前带的新
兵。李庆辉碍于老班长的情面，管理起
来缺底气，脏活累活从不让周博干，但
凡有公差也都是让义务兵轮流去。周
博“无官一身轻”，既不管人，也不管事。

互不打扰，成了周博和李庆辉心照
不宣的相处方式。调查显示，有的老士
官离开班长岗位后，觉得管多了越位，干
脆啥事都不问；不少新班长也认为，老班
长最好别乱插手，只要管好自己就行。

现实往往不如人愿。一次，中队组
织班级军事技能大比武。李庆辉心中
没底，但又不好意思请教周博，结果比
武排名不理想。

第一次亮相不成功，李庆辉心有不
甘。在随后的工作中，他更加用心，时
刻以身作则，但处理事情总是“美中不
足”，因小纰漏接连被中队干部点名。

周博虽不再是班长，但全班挨批，
身为班级一员的他也觉得很没面子。
其实，周博也想提醒李庆辉，可碍于李
庆辉的不请教、不开口，于是就抱着多
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插手。

眼看班级建设走下坡路，李庆辉着
急上火坐不住了。一次班务会后，他主
动找到周博请教带兵经验。周博也做了
自我检讨，表示愿意协助他抓好工作。

新老携手，事半功倍。在两任班长
共同努力下，班级建设很快有了起色，2
月底夺得训练和内务两面锦旗，受到中
队表扬。

支队机关调查发现：在工作展开
上，四成新班长能平稳开局，四成新班
长能勉强应对，二成新班长则比较吃
力。

教育课上，中队指导员林国栋将周
博和李庆辉的故事搬上了讲台。他说：
“卸任不等于放下责任，老士官始终要
成为一个榜样、一面旗帜，新班长也要
虚心请教，主动取经。只有每根承重梁
都承重，部队建设才能越来越好。”

班长接班，考验了谁

下士曹文勇不到 20 岁就当上班
长。他至今记得，刚当班长时，一名新
兵好奇地问他：“听说你比我还小 1岁，
咋就当班长了呢？”

面对比自己年龄还大的新兵，曹文
勇管理起来有些放不开手脚。曹文勇
的窘境，中队干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扶上马还得送上一程。”中队指定

一名老班长与曹文勇结对子，进行传帮
带。平时中队有任务，中队干部也会多
给曹文勇压点担子。半年过后，曹文勇

所带的班各项建设在中队靠前。曹文
勇用行动证明，中队用他没有用错。
“班长的接班，既考验中队识人用

人的眼光，也考验接班人的品质担当。”
支队副政委王勇说，有的战士当班长前
拼命干，当班长后就泄气松劲。

执勤 12中队中士小孙是个“训练能
手”，带兵经验也比较丰富，是中队重点
培养的“好苗子”。老班长一退役，身为
副班长的他就顺理成章地接上了班。

令人惋惜的是，当上班长的小孙开
始放松自我要求，频频冒泡。上任第一
个月，就因在哨位上打瞌睡，被支队通
报批评。事隔不久，他又因私自订外
卖，被中队干部逮个正着。中队对他进
行批评教育，他当面表态很好，可坚持
没几天，就又管不住自己了。

屡教屡犯，当班长不到 3个月，中队
将小孙从班长岗位上拿了下来。
“班长的接班，考验新班长能力的

同时，也考验着‘老班长’的胸襟和情
怀。”执勤 14中队指导员杜思远谈到，宋
发发因伤病请辞班长后，在副班长岗位
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一次，新班长彭诚伟组织队列训练
时，一名老兵不听招呼，当场让他下不
了台。宋发发及时将老兵拉到一旁做
起了思想工作，劝他要服从新班长的管
理。事后，宋发发又将两人叫到一起谈
心，消除了矛盾。
“班长的接班，更多的是对人才培养

机制的一种考验。”支队长夏育仁谈到，
有的中队班长骨干人才断档，原因是多
方面的，但归根结底是缺少一种科学有
序、持续用劲的长效机制，不能够有计
划、有步骤地培养骨干人才。有的中队
在人才够用时不管不顾，缺人了就到处
“抓方找药”，补救措施也多是临时性的，
最终必然导致人才队伍“青黄不接”。

让老班长有活力、新

班长有能力

3月中旬，按照训练计划，该支队执
勤12中队进行新兵摔擒训练。

记者刚走进训练场，就被热火朝天
的训练氛围所感染。训练场上喊杀声
震天，只见上士班长缪高镇不厌其烦，
一遍又一遍地为新兵做示范动作。

中队长徐剑勇告诉记者：“缪高镇
入伍 10年，当班长 7年，患有腰肌劳损、
半月板积水等多种伤病，但只要一上训
练场就生龙活虎。”

训练间隙，缪高镇用手撑着腰告诉
记者：“支队非常关心我们老士官的实
际困难，去年 9月，支队出面帮我协调了
小孩入托的难题，不好好干对不起组织
关爱。”

老班长活力满满，新班长不甘落
后。去年 10月，下士郑春阶走上班长岗
位，积极开动脑筋，针对中队训练场地短
缺等问题，摸索出跑楼梯练爆发力、短距
离射击预习缩小靶等练兵方法。

如何让老班长有活力、新班长有能
力？该支队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
举措。

去年底，该支队将老营房改造成士
官公寓，让士官家属来队有“家”住。前
不久，上士班长于振起的妻子来队，大
队派车接到公寓后，于振起和爱人发现
房间内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心里感到暖
暖的。“一定要好好工作，不辜负组织的
关心。”于振起说。

执勤 4中队下士班长黄智超刚当班
长时缺乏经验，后来他在支队举办的
“士官讲堂”中学到了不少经验，管理思
路越发清晰，班级建设也走上了“快车
道”。

记者发现，该支队在关爱班长骨干
方面，还有一揽子行动：邀请驻地院校
老师来队讲授法律、管理、新媒体运维
等知识，提升老士官退役后就业能力；
设立心理疏导、法律服务等通道，及时
解难帮困，让班长骨干甩开膀子干工
作；邀请总队“标兵士官”“精武标兵”等
来队交流带兵体会，开展“我喜爱的班
长”“班长龙虎榜”等活动，激发班长骨
干工作动力……

今年第一季度，12名班长分别在支
队和大队组织的军事课目会操中获得
表彰，30余名班长骨干登上了训练“龙
虎榜”。

“老班长请辞”现象告诉我们什么
■本报记者 代 烽 特约记者 陈 超 通讯员 李军学

思来想去，老樊还是打算不当班长
了。

老樊名叫樊海涛，今年底服役将满
12年，是中队兵龄最长的士官，也是武
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一支队的“名人”：多
次在军事比武中摘金夺银，被评为“优
秀带兵骨干”和“优秀班长”，并荣立三
等功。

今年元旦刚过，上士樊海涛向中队
请辞班长职务。这让中队指导员肖鹏
始料不及：“干了 8年班长，一直是中队
的得力骨干，万万没想到他会做出这个
决定。”
“中队没有四级警士长编制，我今

年底面临退役。掐指算算，我待在军营
的日子满打满算也就剩下 300多天。我
把班长岗位让出来，可以让年轻同志尽
早得到锻炼。”樊海涛道出了请辞理由。

去年9月老兵退役后，樊海涛就萌生

了辞去班长职务的念头。当时中队担负
新训任务，考虑到中队人少事多，他没好
意思提。元旦前，中队补入新兵后，樊海
涛觉得时机合适，这才正式请辞。
“好汉做事干到底，好马登程跑到

头。”指导员肖鹏找樊海涛谈心，希望他
能坚持到年底，为军旅生涯画上圆满句
号。但樊海涛去意已决，坚决请求辞去

班长职务。
无独有偶。在樊海涛请辞的同时，

相邻中队的中士班长周博也向中队提
交了请辞报告。

周博今年是入伍第 8年，当过军械
员、炊事班班长、战斗班班长，一直兢兢
业业、任劳任怨，在中队威信很高。但他
来自农村，父母一个劲地来电催婚，说村

里同龄人都生二胎了，女友也想让他年
底退役回家共同创业。家事时常让他分
心走神，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他担心
影响班排建设，于是提出辞职……

老士官接二连三请辞班长职务，
引得官兵议论纷纷。有的说，老士官
辛苦了多年，军旅生涯进入倒计时，也
该歇歇了；也有的说，老士官经验丰

富，他们不当班长，对部队建设是个不
小的损失……

此事引起该支队党委一班人的重
视。他们调查发现，今年班长骨干调整
期间，全支队共有 10多名老士官请辞班
长职务，有过请辞想法的班长骨干约占
一成。
“以前，兵龄越长的班长发挥作用

越明显，班长干到退役前几天才卸任。
现在，不少中士或上士班长退役前一两
年就提出要‘退居二线’。”调查中，不少
干部直言不讳：目前班长职务，由上士
担任的不到十分之一。有些老班长“请
辞让贤”，是出于为基层建设长远考虑；
但也确实有一些老士官心里有“难言之
隐”和各种各样的“小盘算”。

班长是“兵头将尾”，是基层建设的
顶梁柱。老班长请辞，新班长短时间难
当重任，衔接不好，中队就可能“伤筋动
骨”。如何让老班长安心服役、继续发
光发热？如何让新班长适应岗位、迅速
成长跟上？一道道课题，摆在了该支队
带兵人的面前。

老士官接二连三请辞班长职务
■本报记者 代 烽 特约记者 陈 超

军事学术界有这样一种说法：第二

次世界大战的机械化战场是师长的战

争，20世纪80年代的地空一体化战场是

营长的战争，21世纪信息化战场是以士

官为主的班长的战争。

纵观近年来世界发生的几场战争，从

伊拉克战争到叙利亚战场，连、排、班小分

队乃至单兵的作用空前凸显，高素质班长

在战场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不仅在战场上，在日常的训练、管理

和技术保障等工作方面，班长也是须臾

不可缺少的骨干。我军一向重视班长骨

干队伍建设，但值得注意的是，有的部队

过分依赖老士官当班长，出现了班长骨

干断层的现象。特别是到了老兵退役的

时候，有的部队班长骨干储备不足的问

题越发突出。

人才新老更替是正常规律。不怕人

才新陈代谢，就怕人才青黄不接。人们

经常以“书到用时方恨少”这句话来说明

要在平时多读书，到了需要用的时候才

不会惊慌失措。其实，班长骨干培养也

是同理：只有平时注重班长骨干的持续

培养，才能有效避免“人到用时方恨少”

的窘况。

没有高素质的班长，就没有高素质

的军队。过去我们常说“兵熊熊一个，

将熊熊一窝”，现在是“兵熊也会熊一

窝”。随着军队改革不断深入，武器装备

不断更新，兵员成分结构不断变化，方方

面面都对班长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

求，迫切需要我们适应形势，研究对策措

施，提高班长骨干建班育人、带兵打仗能

力。

人才重在培养。基层单位对班长骨

干的培养应该有个长远规划，为他们量身

定制岗位成才方案，并按照老、中、青梯次

抓好搭配；须组织年轻而富有潜力的战士

有计划、有步骤地到院校“加钢淬火”，搞

好人才储备；按照以老带新、强弱搭配的

思路，组织营连干部与各层次班长建立帮

带关系，面对面地帮、手把手地教，促进班

长骨干循序渐进、快速成长。

“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各级组

织要敢于给年轻班长交任务、压担子，让

他们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胜任

本职。

新
陈
代
谢
是
必
然

青
黄
不
接
是
忧
患

■
本
报
记
者

代

烽

锐视点

第469期

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一支队上士班长陈健带领中队战士进行刺杀训练。 王 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