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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蹊跷”的话筒
◎文// 常 青 宋惠民
◎文

案例回放

们提前三个月就开始了筹备工

且还不止一个，检查下来发现，

作。随着会期临近，所有准备

整个右边小半区的话筒插头竟

工 作 就 绪， 预 演 也 非 常 顺 利，

然全部脱落。

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作为一名办公厅队伍中年

领导当即要求我们再进行

虽然疲惫，但是看着井然有序

一次全面排查，务必确保万无

轻的“老同志”
，我一直参与会

的会场，我们由衷地感到自豪，

一失。随后，我们对所有要素进

务工作。在众多会议中，我最

仿佛已经望见论坛胜利开幕的

行了细致的排查。工作完成后，

难忘的是省里举办的一次涉外

盛况。

大家聚在一起议论起来，都觉

论坛。之所以最难忘，不仅因

论坛举办前一天，省委办

为会议层级很高，更因为在筹

公厅主要负责同志带队检查会

负责音响的同志叫苦不迭 ：
“昨

备工作中出现了一个惊险的意

场。他看到整个会场庄重大气，

天下午预演时，所有话筒都试

外，带给我很多思考和启发。

感到非常满意，兴致勃勃地走

用过，没有任何问题，怎么今

此次论坛，出席的领导和

到论坛大圆桌旁坐下，说道：
“把

天突然间插头就脱落了？”

外宾级别很高，不仅有我们的

话筒打开，我给大家说几句。”

后来，论坛顺利举行并圆

国家领导人，还有很多外国政

不想，话筒打开后竟然没

满结束。省委领导在论坛结束

要。为了筹备好这次论坛，省

有声音。我们一下惊呆了，负

后 对 筹 备 工 作 给 予 高 度 评 价。

委高度重视，成立了由多个省

责音响的同志一个箭步冲了过

我们在总结筹备工作时，一方

直部门参加的筹备工作领导小

去。由于话筒的线路隐藏在圆

面肯定了成绩，另一方面对“蹊

组，我参加了省委办公厅牵头

桌内部，所以他只能跳到圆桌

跷”的话筒问题进行了讨论。

的秘书组。

中间，打开内部挡板进行检查。

按照论坛的举办方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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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话筒的插头脱落了，而

得这话筒的问题出得太蹊跷了。

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
时候，总务组的同志说到了一

案例

个关键细节。那天预演结束后，
大家都回到了驻地。晚上，有

提 问：
读者点评
在办公室工作，为什么需
要发扬任劳任怨精神？

一个扮演外国政要参加预演的

到的“关键要素要有保障措
施”，很有道理。抓住了要
素，就抓住了要害。具体工作

同志找到总务组，说感到座位

中，我们制作了一份《会务工

下面的地毯不太平整，当时觉

作要素表》，一级要素包括会

得不算个问题就没说，后来想

一个蹊跷的话筒，却是一

议的时间、地点、主题、人

还是应该反映一下。于是，总

个不蹊跷的话题，需要重视，

员、议程、文稿、硬件、报

务组几个同志就到现场又看了

值得思考。

道、纪律、其他等十个方面，

一下，发现地毯确实有一点不

方法千条，归结一条，就

然后进一步细化二级要素。以

平整，便抬起右半边的桌子重

是要用心。心用在哪里，事赢

“人员”为例，细化为出席领

新整理了一下。

在哪里。

导、参会范围、着装要求、主

原来如此！总务组的同志
们怎么也没想到，抬一下桌子
会把接好的话筒插头给带了下
来 ；而负责音响保障工作的同
志以为话筒排查过了，不会再
有 问 题， 结 果 就 造 成 了 隐 患，
险些铸成大错。
试想，如果不是论坛召开
前一天检查出了这个问题，论
坛举行当天，外国政要在发言
时话筒不响，这会带来何种影

宋惠民（山西省委办
公厅副主任、会务处处
长）：
读完这段文字，作为同
行，颇有同感。一个蹊跷的话
筒，却是一个不蹊跷的话题，
需要重视，值得思考。会务工
作是具体事项和纷繁事务的动
态综合体，如何精准掌控，杜
绝蹊跷，做到“话筒”出音、

席台席次、会场席次、佩发证
件、通知参会、引导入场等二
级要素。以“硬件”为例，
细化为话筒、灯光、温度、会
标、乐曲、座签、发言台、候
会区等二级要素。每次会前，
抽出时间，填一次表格，捋一
遍要素，做到厘清要素、心中
有数。根据要素，做好分工，
谁主管，谁负责，具体到事，
落实到人。特别是对于话筒、

响？我们数月的精心筹备将功

工作出彩、服务出色？我想，

乐曲这些可变性强的要素，采

亏一篑。于是，我们就把那天

好状态是前提，好方法是抓

取“承包人”制度，发挥“清

的“庆功会”开成了“业务研

手，好机制是保障。上述案例

道夫”作用，由会务处同志专

讨会”
。大家一致认为出现这个

中提及：“大家一致认为出现

人专盯，不再安排其他任务，

隐患，不是工作态度出了问题，

这个隐患，不是工作态度出了

全程值守保障，“最大限度地

也不是工作方法出了问题，而

问题，也不是工作方法出了问

排除意外干扰”，“一站到

是协调联动方面出了问题。由

题，而是协调联动方面出了问

底”，直到任务结束。实践证

此，我们得出了两条重要的启

题。”其实，我认为，协调联

明，这样来做，可靠实用。

示 ：第一，越到会议筹备后期，

动同样属于方法范畴，需要机

推演法。特别是重要会议

越要加强各方的通气，不放过

制保障。这里，结合案例，联

活动启动前，要静下心来，站

任何改变的细节 ；第二，检查

系工作实际，从方法角度，总

在领导的角度，在脑海里全程

过了不代表不出问题，关键要

结几个具体的会务工作模式，

推演一次。要像过电影一样，

素要有保障措施，最大限度地

与大家交流探讨。

有画面感，有问题导向，吃不

排除意外干扰。（作者 ：常青）

要素法。案例启示中提

交流

准的环节，要记下来实地再走
2016-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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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遍。推演的结果，可以随手

办会一体化、四大班子协调、

畅发生纰漏。实践证明，这样

做一个推演坐标图，横向坐标

会后督办、要情沟通、贵宾接

来做，放心管用。

为任务节点，每个横向坐标上

待等七个分平台建设，一个环

此外，还有一些方法，如

延伸出纵向坐标，标明这个节

节有变化，一个链条有应对，

细节管理法、双向纠错法、反

点上一系列要素的动态推进和

一个平台有掌控。比如，在办

转提问法等，也有一定的提效

衔接。全程推演、纵横结合，

文办会一体化平台，建立会前

保障作用。但是，方法千条，

有序衔接、无缝对接，消除空

通气、双向把关、同步检查机

归结一条，就是要用心。心用

档、清除死角。一次推演，一

制，会议活动方案审批和落实

在哪里，事赢在哪里，特别是

个坐标图，就是一次隐患扫

过程中，如有调整，会务处要

要有责任心。责任心强，再大

描，也是一次会务“体检”。

及时周知综合处，对应调整相

的困难也能克服；责任心差，

实践证明，这样来做，简便有

关文稿；相关文稿呈送和付印

很小的问题也可能酿成大错。

用。

前，综合处要适时沟通会务

心中有责，手中有招，会务有

联动法。会务工作的每

处，校验核对相关提法，避免

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告别

一项任务，都需要兄弟处室、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比

“蹊跷”的话筒，迎来“嘹

有关部门密切合作，只有高效

如，在会议保障平台，方案一

亮”的麦克风，听到的是“会

联动，才有优质会务。为此，

定，及时分送，周知各方，各

务好声音”，看到的是“出彩

我们树立整体和系统的理念，

司其职；细节一变，报告领

会务人”。

制定了《省委办公厅沟通协调

导，通知各方，快速应对，

（插画：马宝）

联动平台工作方案》，牵头抓

“不放过任何改变的细节”，

责任编辑 王泽阳

好会议保障、活动统筹、办文

加强各方通气，防止因沟通不

等待的智慧
◎文/ 王 筱
1973 年，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毛泽东
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回答只有两个字：
“等
待。
”

生因为等待，前路显现得更加璀璨 ；生命因为
等待，拥有了破茧化蝶的美妙瞬间。
等待不是消极观望，不是孤立无援，不是

翻开历史长卷，成功者大多经历过熬煎人

自怨自艾。相反，它是弯弓待发、养精蓄锐，

心的漫长等待。直钩如线，垂钓渭水，姜子牙

是以逸待劳、寻找战机，是自我疗养与修复，

等待的是明君 ；卧薪尝胆，十年隐忍，勾践等

是硝烟弥漫后的沉静，是冬天即将过去、百花

待的是转机 ；高卧隆中，静观天下，孔明等待

争艳前的淡定与坦然。

的是贤主……
历史因为等待，段落演绎得更加精彩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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