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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庆

他们，穿行大街、走遍街巷，体悟

辛劳和艰难；

他们，带着问卷，入户拦访，遭受

排斥与冷眼；

他们，填写数据，撰写报告，触碰

事实溯本源。

……

一项项调查、一份份报告、一串

串数据，让他们在酸苦中收获了喜

悦，在曲折中得到了欣慰，在争执中

遇到了理解。也正是这些点点滴滴，

填补和丰满着一幅幅调查员“素描”。

以心换心，赢得调查户信任

老 贺 是 一 名 土 生 土 长 的 鹰 潭

人。十年前，他带着对统计调查事业

的憧憬，进入调查队工作。作为劳动

力调查战线上一名有经验的调查员，

张贴公告、入户宣讲、上门录入、耐心

询问，不论骄阳似火还是寒风凛冽，

从不间断。

在工作中，难免会遇到众多问

题，老贺说：“人们对我的工作不熟

悉，需要我通过自己的腿勤、手勤、嘴

勤去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很多调

查户白天要上班，走访时经常碰不

到，他就利用自己中午或晚上的休息

时间，不厌其烦地到他们家里与他们

接触聊天，根据他们不同的年龄、爱

好、作息时间等作出合理安排，再耐

心、细致地去探索、磨合。对于文化

程度低的调查户，便一次次地上门指

导，直到调查户弄懂学通为止；对于

经济困难的，他会力所能及地给予关

心帮助。日复一日，老贺通过跟调查

户们“以心交心、以心换心”，赢得了

信任。

以情交情，党员冲锋在一线

疫情当前，广大党员充分发挥模

范带头作用，积极投身疫情防控一

线。有着 19 年党龄的统计人老周就

是其中之一，他积极“请战”，奔忙在

各个疫情防控岗。

临时搭起的帐篷，简陋的桌椅，

刺鼻的消毒水……“昨天夜里风大，

就在帐篷里守着进小区的人给他们

测体温。”老周在民欣社区外一边用

手持测温枪给居民测体温，一边笑着

说道。在做好 24 小时值班值守的同

时，老周还对小区人员疫苗接种、核

酸检测、“双码”查验等信息做详细的

掌握了解，进行逐户逐人全覆盖摸

排，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虽说

高强度的防疫工作对老周来说有些

吃力，但他以不输年轻人的干劲和热

情表示：“我是老党员，疫情不退我不

退，誓与你们并肩作战！”。他以实际

行动践行党旗下的誓言，给广大年轻

同志作出了表率。

以责为重，调查工作放心头

“您好，我是社区调查员小胡，之

前和您联系过来做劳动力调查……”

标准的开场白响起，小胡敲开了住户

的门，开始她新一个月的入户调查。

她是调查队的辅助调查员，和许许多

多的基层调查员一样，她投身到如火

如荼的劳动力调查一线工作中，勤勤

恳恳、兢兢业业，用汗水和脚步换来

了真实有温度的调查数据。

劳动力调查问卷指标繁多，部

分指标专业性较强，很大程度依赖

于调查员的专业素质水平。在微信

工作群里，小胡常常深夜还在提问；

业务培训时，她会认真听取每一个

细节，详细记录调查注意点，将重点

疑点难点内容结合负责社区的实际

情况进行完善；遇到业务难题，她会

“打破砂锅问到底”，向专业人员请

教。她说：“劳动力调查复杂繁琐，

把准备工作做透，在正式入户时才

能心中有把握。”

不久前，由于天色太暗，小胡一

脚踩空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导致右腿

骨折，近半个月无法下床。在病床上

休养时，她心中仍记挂着劳动力调查

的事，随时和专业人员保持联系，关

注每日调查进度，生怕自己拖了后

腿。稍好一些时，她就由丈夫搀扶

着，走访自己家附近的调查户。“小

胡，你来啦，腿怎么还受伤了？”敲开

调查户的门，还未开口，调查户的关

切声却先一步到达。社区的人也早

把小胡当成了家里的成员，能帮则

帮。正是这一声声关怀和一次次援

手，让小胡工作更有动力。“做好劳动

力调查是我无尚的荣耀。”她自豪地

说道。

是千千万万个像老贺、老周、小

胡这样的调查员怀着赤诚之心，一

路前行，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干出

不平凡的业绩，在统计调查的征途

上留下属于自己的调查人印记，刻

画着一幅幅最写实也是最美好的调

查员“素描”。

调查员“素描”

■ 张敏

当今，科技进步突飞猛进，电子化、电算化广泛普及，办公

自动化成为常态，再难见到哪位农经师把算盘和长直尺作为

常用办公用品，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可是农经站办公室

的标配。彼时，我的农经师父亲就视其为宝贝，整天拿着在一

页页密密麻麻的手工报表旁写写算算、比比划划，生怕漏记一

个数、看错一个字、算错一笔账。彼时，我不理解父亲为何为

几个数字就时常顶着酷暑或冒着严寒在田地里奔走，不知道

父亲成天将直尺按在报表上横着比、竖着看，不停地写、反复

地算，在一堆堆冷冰冰的数据里鼓捣些什么。记忆里，他从头

越埋越低，到不得不戴上老花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额角添

上白发、脊背变得弯曲，却仍默默无闻，乐此不疲，直至退休的

那一天！

2008 年，我有幸成为一名统计调查人，在走街串巷、进

村入户访企采集和核实调查数据中，才明白一串串数据不

只是一个个枯燥的数字，而是一个个带着温度的民生指标，

才真正理解父亲的执着与仔细，不管是部门统计还是专业

调查，其数据背后都是沉甸甸的责任。时光荏苒，岁月如

梭，到如今虽 10余年的光阴转瞬即逝，却成就了我与国家调

查队割舍不下的情缘。从“门外汉”成长为行家里手，从迷

茫到担当，一路走来，父亲的“标配”不时在我脑海中浮现并

警醒着我，统计是一项严谨细致的工作，就是要横着比、竖

着看，多方比对、仔细研判，才能发现特点、找出规律，才能

真正体会数海遨游的乐趣。

统计改革不断创新，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统计报表不

断实现电子化、电算化，联网直报让数据报送更加快速便

捷，领导的关心和社会的关注让统计工作受到空前的重视

和支持。庆幸自己成长在新时代，统计报表自动生成、分析

分类快捷高效、复制粘贴一键搞定，时过境迁，父亲若还在

世，看到这些该是怎样的惊喜！清明将至，看到书房角落里

早已完成使命的算盘和直尺，我深知，自己珍藏的不仅仅是

父亲的“标配”，更是父亲不懈奋斗、追求数字精准的精神。

爱在数海，秉承父亲精益求精的精神，将永远是我这个统计

调查人神圣的使命。

父亲的“标配”
■ 刘盈

中国象棋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小小

的棋盘演绎变化无穷。俗话说“人生如

棋、棋如人生”，中国象棋蕴含很多哲学

思想，这也是基层统计调查干部应具备

的品质。

学习“兵”的无畏。人们常说过河的卒

子不回头，小兵过河当车使，可见兵的作用

在于勇。只有义无反顾地向前冲，才能发

挥出兵的价值和威力，这是一种工作作风、

人生态度。统计人员也应像“过河卒”一

样，不要回头看过去的失败与不甘，要向着

前方，向着未来，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

学习和工作。

善用“炮”的借力。“下棋下得好，善用

当头炮”，没有他人力量，“炮”就是个摆

设。新形势下统计调查工作需要相互合

作，取长补短才能保证工作的顺利完成。

统计人员除应发挥自身优势外，还要善于

“借助外力”，取人民群众之长、借人民群众

之力，干起工作来就能事半功倍，就能使统

计工作发挥出最大效能。

具备“车”的果敢。“车”由于其能上能

下、攻守兼备、纵横驰骋的特点而备受棋者

喜爱。面对复杂多变的统计环境，必须得

有那种事不过夜、夙夜为公，一竿子插到底

的精神，善于做分析，严谨做判断，对违反

统计法律法规的行为敢于亮剑，真正发挥

统计监督职能作用。

领会“马”的变通。新常态下统计调查

工作面临新形势、新挑战，统计人员应勇于

直面困难、迎接挑战，主动顺应新形势、寻

求新方法。基层统计调查工作有些事情可

以“直来直去”，然而更多的工作还需“讲究

策略”。作为统计工作者必须在实践中大

胆探索，开拓思维、勇于创新，以使统计调

查工作在新常态下仍能攻无不克，取得一

个又一个胜利。

坚守“相”的本分。“正人先正己”，

防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首先要求统计

人员“行得正”，能够坚守法律法规底线，

遵守统计法规条例规定，守住自己的“责

任田”。认真对待每一张报表，每一项数

据。要有一种“严谨”的意识和“一丝不

苟”的精神，在“遏制数字腐败”上争作

表率。

做到“仕”的忠诚。“仕”在小小的米字

格里，坚定履行自己守护的职责，寸步不

离。统计人员要牢记初心使命，忠诚于推

动统计调查事业发展大局，做到“干一行、

爱一行”，要将信仰熔铸在平凡岗位中，做

到是非明、方向清、路子正，系好人生的“扣

子”，在统计调查工作中保持一份不计得失

的胸襟。

履行“帅”的担当。基层统计调查干

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要把担当作

为一种责任和追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对“国之大者”做到心中有数。在困难挫

折面前要有坚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做

到不躲、不绕、不推，培养更全面的素质和

能力。

棋局幻化无穷，所以“棋乐”无穷。同

样，用心做好统计调查工作，其乐亦无穷。

有报表完成的“本分”之乐，有为老百姓解

决困难的建议被政府决策采纳的奉献之

乐，有分析报告被领导批示的建言之乐，更

有统计调查中获取海量信息和知识的进取

之乐。只要你用心感受，调查与人生，皆是

落子无悔，乐在其中。

“棋道”中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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