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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司其职，井然有序……4月 10日
上午，联勤保障部队某保障旅机关干部
在作战指挥席位上忙碌着，旅长邓军告
诉记者：这天是他们搬进野战指挥训练
中心的第15天。

这 15天，邓军过得不容易，因为经
历了搬“家”风波的他知道这其中遭遇
的阻力。

今年开训后，该保障旅利用野战
指挥帐篷搭建起多功能作战训练中
心，邓军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能不能
把平时办公环境与实战指挥环境融合
起来，从而实现战时指挥如何编组，平
时办公就如何抽组；战时用什么平台
指挥，平时就用什么平台办公；战时需
要什么公文式样，平时就使用什么公
文模式。简而言之，舍弃在机关楼里
办公的传统工作模式，让机关干部每
年拿出一定时间进野战指挥训练中
心、上作战指挥席位、按战时状态进行
平时办公。

消息一出，立刻在全旅引起震动。
不仅官兵们议论纷纷，就连旅领导意见
都不统一。

第一次征求意见，有的旅领导直
言不讳：“想法非常好，方向也很准，
但现在就搞，这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快
了？”也有旅领导私下劝他：“稳稳当
当比啥都强，冒冒失失抓这个，要是

不成功，容易砸了牌子，这个风头不
要出。”

有的旅领导则担心：“机关干部能
适应吗？日常工作能完成吗？”

面对质疑，邓旅长道出心里话：作
为长期从事作战训练工作的一线指挥
员，他走过很多基层部队，见识过不少
“二八现象”“文牍主义”“事务主义”。
任旅主官后，他感受更深——办公室门
口经常站着好几个等着签呈批件的机
关干部，每天各种事务性工作占据了大
量时间。算一算用于首长机关训练的
时间，尤其是用于研究作战训练的时间
屈指可数。
“都说经过千百次训练才能形成

肌肉记忆，可我们一年才开展几次指
挥训练，这能形成思维记忆吗？”邓旅
长的话掷地有声：“统帅的‘胜战之问’
震动全军，我们既要受震动，更要有行
动！推行平战一体办公，就是要在和
平的环境里强化打仗的意识，在日常
办公中养成打仗的习惯、提升打仗的
能力。”

邓旅长推心置腹的话赢得了大多
数旅领导的支持，他们决定召开旅党委
会专题进行研究。“党委会开得很胶着，
讨论也很激烈。”邓旅长坦言。最终，
党委会研究决定：探索平战一体办公模
式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胆尝试，也是改

革之初必然会遇到的考验、必须要迈过
的一道坎，要边征求官兵意见，边积极
研究探索。

为了推进这项工作，邓旅长也很谨
慎，思考得更深更远：上级机关工作模
式没改变，一个旅级单位这样改后能不
能坚持下来？按战时编组后平时工作
如何对接？

同时，旅党委一班人在全旅进行深
入调查研究，最终统一了思想：推进实
战化训练，破除和平积弊，必须下大力
气破解“二八现象”“文牍主义”“事务主
义”，必须大胆尝试大胆突破，破解这些
根深蒂固的惯性做法。

邓旅长深知，推行平战一体办公的
探索，可能会困难重重，甚至可能会夭
折，但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一种向
打仗挺进的冲锋，值得拼上一把。

很快，旅党委一班人形成基本共
识：先不作硬性搬迁规定，可结合旅
首长机关实际每周 2 天分批轮岗进
入，看试行的效果决定搬迁与否。旅
领导率先搬了进去，军事组紧跟着搬
了进去……

4月 10日那天，在邓旅长的印象中
格外清晰，平战一体办公试运行半个月
后，很多持观望态度的部门领导和机
关干部搬了进去。这一天，搬“家”风波
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

搬
﹃
家
﹄
风
波

■
本
报
记
者

刘
建
伟

特
约
记
者

郑
继
林

通
讯
员

张

宁

说啥来啥！
上级刚说完该旅后面遇到的困难

会更多，结果没多久，他们就真的遇到
了困难。

运行半个月他们发现，预备指挥所
没发挥应有的作用。当初，他们严格按
照作战指挥编组，从每个关键部门都抽
调了一两名骨干，在副旅长带领下，组成
预备指挥所。结果，由于平时办公内容
限制，预备指挥所大部分时间处于无活
可干、无事可做的状态。

一边忙得团团转，一边却轻松悠
闲。面对这一情况，不少机关干部颇有
微词。怎么办？该旅领导思来想去，最
终还是决定：将预备指挥所人员分散充
实到各个指挥席位上去，将预备指挥所
改成作战训练研究所。

挂上去的牌子又撤了下来，抽组的
人员又回到了各个部门。面对这一“反
弹”，邓旅长有些无奈。可一旦开了第一
个口子，就会开第二个口子。

没过多久，政工组提出，由于工作中
需要研究干部调整和交流等事项，这些
内容大都比较敏感，需要有一个独立的
空间。

思来想去，该旅领导觉得既要考虑
打仗意识的培养，也得保证平时工作完
成。按照规定，研究这些敏感问题时，确
实需要一个独立的办公场所。不得已，
他们决定：让政工组在研究敏感事项时

可以回办公楼办公。
慢 慢 地 ，邓 旅 长 的 压 力 越 来 越

大。他没想到的是，这样的“反弹”远
没有结束。

果然，没过多久就有反映：几个部门
领导原来都有独立的办公室，搬进指挥
训练中心后，他们和普通的参谋人员一
起在指挥席位上办公。刚开始，大家沉
浸在模拟打仗的氛围中，没觉得有啥异
样。可时间一久，不一样的感觉就滋生
出来了。

在指挥席位上，大家面对面办公，缺
乏私人空间，说话办事都不方便，就连接
个电话都得压低声音。不仅领导不得
劲，就连参谋干事也觉得放不开。是不
是应该给部门以上领导恢复办公室？这
样的议论慢慢多了起来。

怎么办？旅领导几番碰头后统一了
思想：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看似是多

一间少一间办公室的小事，实质上却是
事关平战一体办公模式能不能继续搞下
去的关键！党委一班人态度坚决：不能
再这样下去了，必须刹住这种倾向，否则
真的就要走回头路了。

虽然旅领导最终顶住了压力，可回
望这段时间的一个个“破例”之举，邓旅
长心中多少有些失落。这与他理想中的
状态比起来，还是有不小的差距和遗憾。

面对这些“反弹”，到底应该怎么
看？记者就此采访了该旅领导和机关
干部。
“这不是给谁配一间办公室的事，

也不是旅领导面对‘反弹’能不能坚持
得住的问题。”该旅政委姚东磊一针见
血地指出：之所以不断出现“反弹”，问
题的实质和核心还是我们身上的和平
习惯与打仗的要求不适应。两种矛盾
一“见面”，自然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从

而导致一些“反弹”。
“我们都说军人只有打仗和准备打

仗这两种状态，可知易行难，几十年的和
平环境，让我们养成了现在的工作模式，
一下子要转变到准备打仗的另一种环境
里，可以说‘反弹’是必然发生的。”姚政
委激动地说，在练兵备战过程中，军人所
作的奋斗和努力，就是用投身打仗的氛
围替代过日子的状态。
“这确实是一对矛盾体。”该旅机

关干部对此感受很深。都明白当兵就
要琢磨打仗，他们对旅里探索平战一
体办公的模式非常认同，搬进去后，也
切身感受到了这一模式的好处，减少
了事务性工作对练兵备战的损耗，一
定程度上克服了“文牍主义”带来的无
意义加班，进一步实现了聚精会神抓
战斗力建设。但不得不承认，每当遇
到不方便、不得劲的时候，内心里又总

想回到以前去。
“当然，和平时期推行平战一体办公

模式，肯定不能绝对化！”谈起“反弹”，邓
旅长的心中有落差，更多的则是清醒。
他对记者说，我们总想一下子就实现平
战一体，殊不知，战斗力提高需要长期淬
火打磨，培养打仗意识同样需要一个过
程。在和平时期探索平战一体办公，既
要聚焦“为战”这一核心，也应当考虑到
日常办公的需要。
“反弹”有两种，一种是对一开始

我们部分绝对化做法的一种调整，另
一种则是和平习惯对我们的挤压。
邓旅长告诉记者，在解决好面对“反
弹”怎么看的问题后，我们更应该做
的是，思考并探索面对“反弹”我们怎
么办！

记者仿佛看到，一条更艰难的探索
之路，正摆在他们面前。

面对“反弹”怎么办
■本报记者 刘建伟 特约记者 郑继林 通讯员 张 宁

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好不容易搬进了野战指挥训练中
心，该旅领导却不敢松一口气。

邓旅长知道，自从他提出探索平战
一体办公的意见后，就把自己置于风口
浪尖上了。他明白，这场攻坚战，其实才
刚刚打响。

果然，搬进去没几天就遇到了情况：
一位组长找到他，说接到了上级机关安
排的一个大项工作，在指挥席位上完不
成，需要把组里人员集中起来办公。

怎么办？邓旅长明白：这不是同不
同意的小事，而是关系到平战一体办公
模式能不能坚持下来的大问题。很明
显，这个口子不能开！

可不开这个口子，又如何完成上级
机关安排的工作？匆忙之中，邓旅长还
没找到对策，新问题又接踵而至：上级机
关接连反映，旅里按作战指挥编组后，他
们一时间找不到对应的部门，导致上下
衔接不顺畅，工作运行出现了纰漏。
“要想实现平战一体，既不能简单一

搬了事，也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必须改变
过去多年来形成的工作模式。”邓旅长找
准了问题的根源所在，和其他旅领导一
起，分组分课题进行探索攻关——

针对机关干部在作战指挥席位上完
成平时工作不适应的问题，他们结合年
度重要工作和重大任务特点逐一进行研
究分解，拿出具体的操作办法。

针对日常办公不适应指挥平台的情
况，他们开发信息系统功能，初步尝试战
时用什么平台指挥、平时就用什么平台
办公。

他们还明确规定，在旅内部撰写公
文时，尽量按照战时公文格式进行……

蓦然回首，该旅领导和机关干部发
现，经过半个月艰难探索和逐步推进，平
战一体办公模式的效果正日益凸显：
——提高了工作效率。机关干部聚

在一起，既键对键更面对面，不仅工作协
调更顺畅，而且旅领导全在指挥席位上，
过去拿着文件夹到处找领导的场景不见
了，日常办公效率大大提高。
——“文牍主义”现象得到改观。如

今身处作战指挥席位，办公使用指挥系
统，想像过去那样“推”材料都没地方推。
——作战职能更加突显。如今坐在

指挥席位上，逼着大家心往打仗上想、劲
往打仗上用。机关统计，首长机关搬进野
战指挥训练中心短短半个月，就进行两场
指挥谋略训练，开展了一个作战问题研
究，使“时时都想作战”成为一种常态。

很多机关干部对此感触很深。一位
负责油料保障的助理员告诉记者，自己
最大的变化就是，以前一门心思只想着
把油料保障好就行。现在不一样了，除
了考虑日常油料保障外，还要琢磨战时
如何投送的问题，驻地周边的公路、铁

路、空中等交通保障情况，都装进了脑
子。

为啥能出现这样的效果？这名助理
员告诉记者，环境影响人！
“客观地说，不能把这些变化都归于

平战一体办公的模式，但办公作战一体
化无疑起到了很大作用。”面对成效，邓
旅长很清醒。他说，其实最大的收获，还
是大家观念和心态的转变。机关过日子
的状态越来越淡，把心思都放在备战打
仗上了。
“说实话，我们目前还没有深进去。”

面对采访，邓旅长坦言：前不久，他们对
这半个月来的整体情况进行详细统计，
结果既有喜也有忧。

尽管他们探索出了一些新的工作模
式，使一些工作在指挥席位上完成了，初
步实现了按战时指挥编组进行平时办公
的目标。可他们发现，由于各种客观因
素的制约，很多工作仍然只能按过去的
模式来完成，在指挥席位上完成的工作
仅占三分之一。

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了解此事
后，上级有关部门的态度很鲜明：一个旅
依靠自身力量探索，能走到这一步很不
容易，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仅仅是万
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后面他们遇到的
困难会更多，既需要这个旅继续努力探
索，更需要各级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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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这个曲折的搬“家”故事，记者

陷入了深思：当初，建这个野战指挥训

练中心时，需要投入不少资金，可大家

没有丝毫犹豫，更没有激烈争论。可为

什么一个简简单单的搬“家”，却如此曲

折和困难？

“因为这不仅是一次搬迁，更是一场

和平习惯与实战思维的激烈碰撞。”坐在

指挥席位上，与该旅领导畅谈“思想转弯”

的过程与收获，他们的一句话令记者印象

深刻：搬“家”之所以曲折困难，恰恰说明

了惯性思维的改变和思想观念的突破是

最难的！要想深层破除和平积弊，深入推

进实战化训练，像围绕搬迁这样的思想交

锋，相信各部队以后还会不断出现。

改革催生创新之举，强军呼唤探索前

行。不管这个旅的探索最终成功与否，都

是一种向打仗挺进的冲锋，都值得肯定和

鼓励！因为在推进实战化训练这场马拉

松长跑中，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勇气，呼

唤更多这样的探索！

实战化，思想观念的突破最难

这个旅搬进野战指挥训练中心后遭

遇的曲折经历告诉了我们什么？他们到

底收获了什么？

收获无疑有很多，但记者感触最深

的一点，和旅领导的想法不谋而合——

改变了和平的习惯，收获了打仗的意

识！

都说军人只有打仗和准备打仗两

种状态，但客观地讲，知易行难！长

期身处和平环境，养成和平习惯既在

情理之中，更是在所难免。近年来，

全军开展和平积弊大起底大扫除活

动，取得了很好效果。但与和平积弊

比起来，和平习惯更值得我们深思和

警惕。

钻打仗，必须从改变和平习惯开

始。向这个旅学习，我们要做的，就

是把打仗当主业，把打赢当事业，用

“敢干、敢闯”的精神去探索，力争减

少和平的习惯，养成更多的打仗习

惯。

钻打仗，从改变和平习惯开始

记者手记

采访结束时，谈起下一步的探索之

路，从旅领导到基层官兵，都既充满希

冀又颇感沉重。他们异口同声的一句

话，令记者印象深刻——要有打持久战

的准备。

众所周知，战争是最大的未知变

量。如何在承平日久的环境中，最大限

度地着眼未来实战需求练兵备战，是每

一个军人必须直面的课题。

可以肯定，在强军兴军的漫漫征程

中，全军部队像这个旅一样的探索有很

多；同样可以肯定，诸多的探索行动中，

像该旅一样出现反复的也会很多。

这启示我们：推进实战化训练，绝不

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因

为，未来战争的模式始终在演进，军人练

兵备战永远在路上。如果我们“浅尝辄

止”“遇难即退”，注定是打不赢未来战

争、跑不到胜利终点的。因此，我们每一

个军人都要告诉自己，推进实战化训练，

必须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该旅组织所属保障力量奔赴高原实施保障。 肖 远摄

破除和平积弊·聚焦备战打仗

三

一

记者手记记者手记

二特别关注·某保障旅探索平战一体办公模式新闻调查
第7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