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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午夜，某总部二级部值

班室的电话铃突然响起，值班员

王秘书迅速拿起话机：

“喂，我是值班员王秘书，

您是哪里？”

“我是总部值班室。据国

家地震局通报，明天凌晨五点

二十分，北京地区将发生6.2级

地震，请你们做好抗震准备！”

“是！马上落实！”王秘

书作为唐山人，对唐山大地震顷

刻间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惨重

损失刻骨铭心。听到领导机关值

班室“即将发生地震”的电话通

告，他没有丝毫犹豫，慌忙把电

话打到值班首长家里。值班首长

从睡梦中惊醒，听了报告也没多

想，立即指示王秘书：“震情就

是命令。马上通知所属单位做好

抗震准备！”

“是！”王秘书根据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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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示，立即草拟了《关于做好

抗震准备的电话通知》，然后马

不停蹄地逐一通知到下属各个单

位。

东方渐露鱼肚白。最后一个

单位的电话通知完毕，任务总算

完成，王秘书长舒了一口气。

令他不解的是，墙上的挂钟

早已过了五点二十分，然而上级

机关通报的震情并没有发生。王

秘书突然觉得不对劲：那个通报

震情的电话不会是假的吧？因为

电话没有来电显示，他让总机要

“总部值班室”，得到的回复是

没有“总部值班室这个单位”。

后经进一步查实，那个所谓

“总部值班室”的电话，是有人

蓄意搞破坏的恶作剧。因为接转

这个电话，王秘书一夜没合眼。

但因“谎报震情”，他受到了严

重警告处分。

为这事，部里专门集中一周

的时间，进行值班工作大整顿。

打这以后，大凡在部值班室值班

的干部，都非常小心谨慎，生怕

出半点闪失。无论是哪里来的电

话，都要搞清楚对方是什么单

位、是什么姓名、是什么职务。

说来也巧，这天新到机关不久的

刘秘书值班，他接了一个电话，

对方是总部的一位首长，首长行

事低调，说话非常谦虚，他不

报职务，而是报名字：“我是张

某，请你告诉我你们部长的办公

室号码，我有急事找他。”

找我们部长？刘秘书刚到机

关，还不清楚张某是总部首长，

就盘问道：“您是哪里？”

“我是总部。”对方回答

说。

“你是总部哪个部门？”刘

秘书又细盘问。

总部哪个部门？首长想，我

没有部门啊。便说：“我不是哪

个部门，我就是总部的。”

总部的？刘秘书立刻警觉

起来，上次王秘书就是被所谓

“总部值班室”的电话骗了，会

不会这也是欺骗电话？管他呢，

小心无大差，便客气地对对方

说：“对不起，我们部长的电话

对外保密！”说完“啪”把电话

【案例回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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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了。总部首长被晾在了电话那

头。

总部首长找下级领导电话

的渠道自然很多。几分钟后，他

就把电话打到这个部部长的办公

室：“你好大的架子，你的电话

对我还要保密？”

部长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忙

不迭给总部首长道歉赔不是。并

指示部办公室：再进行一次为期

一周的值班工作大整顿！

徐贻军（湖南省委总值班室

主任）：

诸如案例中这样“掉链子”

的现象，不仅在值班工作中容易

发生，还存在于秘书工作的方方

面面。有时筹备一个大型会议尽

心尽力最后却发现领导座签上还

有错别字；有时通知某部门负责

人出席活动，结果部门负责人把

地点弄错了；有时呈报一个请示

件，却漏掉了相关领导⋯⋯可以

说，如何稳妥办事，是秘书工作

者面临的共同课题。

我认为，严格落实制度是稳

妥办事的关键。

就拿案例中这两次值班电

话的处置来说，产生问题的原因

固然很多，但是根本原因还是没

有严格落实制度。不要说某总部

二级部这样重要的单位，就是县

乡党委政府、中小企业，一般都

有成熟的值班制度。尽管值班工

作制度的内容表述不尽相同，但

是一些规律性的要求是相同的，

比如要规范严谨、文明热情，接

打电话要文明礼貌，维护机关对

外“窗口”形象；比如值班人

员要善于识别来电真伪，对疑问

电话，要及时与有关部门联系核

实，做到来电方姓名及电话号码

清楚、来电事项内容明白；比如

发生紧急重大情况，必须及时、

准确、全面地报告，严格按照信

息报送程序，有条不紊地处置紧

急重大情况；比如对特殊情况，

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

等等。

对照值班制度的“镜子”，

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次的值班电

话处置违反了值班制度关于严

谨、规范的要求，对紧急信息未

进行核实，在来电人姓名、电话

号码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就急于

上报，导致重大信息不真实、不

准确，因而闹了大乌龙；第二次

的值班电话处置没有坚持原则性

与灵活性相统一，于是得罪了上

级领导。

“各项制度制定了，就要立

说立行、严格执行，不能说在嘴

上，挂在墙上，写在纸上，把制

度当‘稻草人’摆设，而应落实

在实际行动上，体现在具体工作

中。”

制度是办事的尺度，是行

动的边界。学者辛鸣指出：“社

会借助制度这根纽带，把整个社

会要素整合、凝聚在一起，使彼

此间的相互交往有章可循，并使

其关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预

见性。”制度作为一种规则，现

实地影响、制约、塑造着人们的

行动，为人们稳妥办事提供了指

南。换言之，制度不仅告诉我们

不能、禁止做什么，同时也告诉

我们能够、应该做什么。

制度是办事的法宝，是稳妥

的保障。一项工作不按制度办，

就会急事办不妥，难事理不清，

大事办不成。两年前，我到外省

参加一个会议，结果发现有个省

的发言材料少印了一页，在全国

与会代表面前丢了丑。这种低级

错误，其实有很多制度栏杆可以

阻挡，比如文稿印制校对制度、

会议材料审核制度、会议资料发

放把关制度，等等。实际工作

中，总有些人不能坚持时时守制

度、事事合规矩，习惯于把制度

放一边，使得制度原本是防止行

为失当和出错的“安全阀”，却

变成了二战中对德军形同虚设的

【读者视角
】

提问：你对这

两次值班电话的处

置怎么看？遇到紧

急、特殊情况如何

应对？怎样才能做

到稳妥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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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其诺防线。

案例中这两名值班员，没有

把按制度行事潜移默化为一种工

作习惯，而是不自觉地成了胡适

笔下的“差不多先生”。

实践证明，那些把话说得

滴水不漏，把事办得漂漂亮亮，

让自己最想说的话、最难办的事

“水到渠成”的人，其实也是对

制度把握最透彻、遵守最到位的

人；那些团结协作、开拓进取

的单位，其实也是制度制定最完

备、执行最坚决的集体。秘书工

作者要认真学习和掌握各项制度

规范，将制度和规矩入脑入心，

使之成为做人的“准则”、行动

的“镜子”、办事的“指南”，

从严守制度中得效率、得质量、

得稳妥。

稳妥的办事能力。在冷静地弄清

全面情况、沉稳地加以缜密分析

之后，要果断地采取恰当的应对

措施。稳当妥帖，重要的是妥当

贴切地去处置，在把握值班工作

的制度、权限、职责、程序等原

则的同时，加以灵活运用、适度

变通，完成处置任务。又如案例

中的刘秘书，在“不清楚张某是

总部首长”的情况下，完全可以

用适当的方法予以应对。譬如，

他可以先回答总部首长说：“我

不清楚部长此刻是否在办公室，

免得您因一时找不到他而误事，

我马上去找找后再向您报告。”

紧接着可以打电话向自己的部长

汇报此事，由部长亲自决定该怎

么办。可惜，由于刘秘书片面地

接受了王秘书的教训，在误认为

这也是诈骗电话的思维定式下，

使他未能想到可采取灵活变通的

应对方法。

实际工作中，有些秘书工作

者可能会对应急状态下的稳妥办

事有所顾虑。他们总觉得，稳当

妥帖是针对平时的慢事细活，是

出于保险起见，求得四平八稳。

然而，遇到要办理急文急事时，

再讲稳当妥帖就有点行不通了。

实际上，稳妥办事是一种积极的

态度和做法，人们在提到“稳

妥”时，常常冠以“积极”，把

“积极”“稳妥”结合在一起，

即“要积极稳妥地”怎样怎样。

在处理突发情况和领导临时交办

事务处理的被动性。针对这些特

点，值班室必须快速反应、从速

汇报、迅速行动、火速处理；在

这全过程中，还必须同时做到稳

妥，即稳当妥帖。

稳当妥帖是秘书工作者应当

具备的素质和能力。在处置突发

情况和领导临时交办的事项时，

稳妥办事是对秘书工作者的突出

要求。因为任务下达的应急性，

容易造成措手不及；时间要求的

紧迫性，容易造成慌张急躁；事

务处理的被动性，容易造成敷衍

塞责。如案例中王秘书的慌忙紧

张，值班首长的急躁毛糙，就是

如此。如果不是这样，王秘书在

接到诈骗电话之后、向值班首长

报告之前，或者值班首长在听了

王秘书的报告之后，完全可以且

必须应该对电话的可靠性予以核

查。可惜，慌张、急躁的情况

下，使他俩未能这样想这样做，

真相大白之后，悔之晚矣。

怎样做到稳当妥帖？一要

有冷静沉稳的心理素质。面对突

发情况，只有冷静地弄清全面情

况，沉稳地加以缜密分析，才是

妥帖处理问题的必要且重要的前

提。稳当妥帖，首要的是稳当。

有了冷静沉稳的心理素质，就不

易慌忙紧张，不易急躁毛糙，才

能以高度的责任心，迅速而从容

地按照值班工作的制度、权限、

职责、程序去处置突发情况和领

导临时交办的事项。二要有老练

刘耀国（秘书学专家）：

处理突发情况和领导临时交

办的事项，都是机关等单位值班

室的任务之一。前者如突发性的

自然灾害、偶发性的人为事故、

重大社会事件，后者如某项活动

的临时安排、某个问题的即时查

询、某件通知的紧急下达。这些

情况的发生，这些事项的交办，

都有这样的共同特点：任务下达

的应急性、时间要求的紧迫性、

【专家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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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项时，秘书工作者大可不必

有所顾虑，静下心来稳妥办事。

张传禄（解放军防化学院原

政治部主任）：

这个案例是由接电话引起

的。作为机关的笔杆子，当年

我曾受命执笔总结其中的经验教

训。

就值班员的角度来讲，我们

形成了这样的新认识 ：电话那头

是看不见的考场，考官可能是身

居高位的领导，可能是急需帮助

的群众，必须弄清来龙去脉。接

电话，事虽小，但能考你的为人

处事，考你的随机应变，考你的

事业心、责任感。值班时，对群

众来说，你代表的是党委的形象；

对上级来说，你代表的是党委机

关的水平 ；对领导来说，你代表

的是机关干部的群体素质。必须

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稳妥办事。

总结处置“谎报震情”电话

的经验教训，我们感到，无论是

值班员还是首长，都有不稳妥、

不按章法办的问题。首先是值班

员，如果接到所谓的“地震预

报”电话后，按渠道办理，报告

负责作战指挥的职能部门，让职

能部门去处理，职能部门处理类

似的事情都有一套程序和预案，

启动应急预案前，首先会对“电

话通知”的情况进行再核实，

只要再核实一次，冒名电话定会

露出马脚，蓄意破坏的阴谋就不

会得逞；其次是首长，如果接到

值班员情况报告后，“每临大事

有静气”，不急躁毛糙，按渠道

办理，让值班员通知职能部门，

由职能部门提出处置意见建议，

再报首长最后拍板定夺，把关的

环节多了，就会把问题消灭在萌

芽状态，同样会避免被“冒名电

话”欺骗的问题。

办文与办事，是秘书人员

的两大重要职责。在某种意义上

说，“办事”比“办文”要求还

高，难度也大。办文一次不成

功，还可以重写和反复修改，你

自己修改不好，还有同事和领导

帮助你修改；办事只能成功，不

能失败，因为你办成什么样就是

什么样，如果“砸了锅”是没有

挽回余地的。所以，必须强化稳

妥办事的意识。

那么，如何稳妥办事？有个

“三办原则”可供参考：

第一，按规定办。领导机关

的工作有一系列明确的政策、制

度、法规等规定。如同列车只能

在轨道内行驶的道理一样，我们

在办事的过程中，要时时提醒自

己，始终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国家的法律法令、单位的规章制

度作为工作的基本依据和遵循。

不能持随意性态度，合意的就执

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或者搞

变通执行；更不能搞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我行我素，甚至走法

规的边缘，钻制度的空子。自觉

养成按规定办事的良好习惯。

第二，按程序办。程序是工

作步骤和层次。程序坚持得好，

可以减少矛盾，提高办事效率，

否则会贻害无穷。首先，不能简

化程序。程序规定怎么办就怎么

办，不能图省劲，把应走的程序

省掉了。其次，不能增加程序。

程序是科学，程序是规律的总结。

程序少了不行，程序多了也不行。

多一道程序，画蛇添足，也会带

来不必要的麻烦。再次，不能乱

了程序。谁先谁后，谁左谁右，

谁上谁下，一定不能乱，乱了就

会出问题。总之，只要严格按程

序办，什么事都好办，也都能办

好。

第三，按职责办。职责就是

使命。按职责办就是要恪尽职

守，“顶天立地”——顶起头上

的蓝天，守住脚下的阵地。不论

在哪一级机关工作，不论在哪一

个岗位工作，都要对自己的职责

十分清楚，凡是属于自己职责范

围的事情，不擅离职守，不上推

下卸，不推诿扯皮，认真去做，

有所作为。同时还要注意不乱插

手职责以外的事，不要去揽那些

不该自己干、干不了、也干不好

的事情，对他人放心、放手，不

乱插手，一门心思把自己应该负

责的事情办好。

（插画：米欧插画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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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视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