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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1日，我收到了武汉
市委书记陈一新的一封信!

事情要从 3个月前说起，2017年 9
月 24日下午，我在连队突然接到宣传
科电话，说有份包裹需要我签收。“什么
包裹啊？我最近没买东西，家人也没说
给我寄东西……”我一头雾水地来到科
里，拆开包裹后，发现里面居然是一箱
热干面！再读包裹里的信件，才知道这
是我老家武汉市政府特意赠送给我们
武汉籍戍边官兵的慰问品！

原来，武汉市举办“大爱武汉边关
行——寻访边防线上的武汉兵”系列主
题宣传活动，派出多路采访团奔赴边海
防一线，记录和报道官兵的工作生活，
展示汗水与荣光，同时传达家乡亲人的
思念，同时还给“武汉伢们”捎去家乡特
产，让常年坚守在遥远边关的武汉儿女
尝尝久违的家乡味道。

当天晚上，我迫不及待地用开水冲
泡了一包。当掀起碗盖时，虽然方便袋
装的热干面比不上现场手工制作出的
那种口感好，但就着浓浓的乡情，我吃
得那叫一个爽。随后几天，我的手机朋
友圈里，都是老乡战友们“晒面”晒幸福
的照片和文字。回味着家乡的味道，看
着动情的图文，回想这些年家乡政府对
军人军属越来越多的关爱：前不久探亲
返乡，凭军人证件，在机场走的是贵宾
通道，出门坐轻轨地铁公交全部免费；
家人还告诉我，知道我父亲身体不好，
逢年过节，人武部多次上门慰问，嘘寒
问暖……激情难溢，我当即给市委书记
陈一新写了封信，表达感激之情，并表
示在这份温暖的鼓励下，我会更好地在

部队工作、保卫好祖国南大门！
没想到很快陈书记竟给我回信

了！信中，他勉励我，“希望你和你的战
友们牢记习总书记‘把海南建设好，把
祖国南大门守卫好’的殷切嘱托，履职
尽责、忠诚奉献，铁骨铮铮守卫南疆，军
民融合建设海南。”我将这封回信和战
友们分享，大家备受振奋和鼓舞,都表示
作为武汉籍军人决不会给家乡人丢脸！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作为
一名从武汉高校走进军营的大学生，值
此武汉大力推进‘百万校友资智回汉工

程’，全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之际，我由
衷地希望你在转业或退役时选择回汉，
参与家乡建设，在‘为老百姓谋幸福，为
大武汉谋复兴’的新征程中创造新业
绩，作出新贡献！”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陈书记还在信中介绍了武汉近年来的
发展变化，鼓励我在选择转业或退役时
能回到家乡，参与家乡建设。

家乡政府对我的重视和期盼让我
无比震撼和感动。我是 2010年从湖北
大学入伍来海南的，从一名大学生士兵
成长为一名共和国军官，一晃 7年多过

去了，离家乡仿佛也越来越远了。信中
陈书记向我简单阐释了家乡近年来的
发展理念和思路，武汉正在聚力创新驱
动，努力走出“人才引领创新、创新驱动
发展”的新路子，特别提到军转干部同
样也是“资智回汉”所需人才的重要来
源。不得不说家乡这封信既是温情浓
浓、关怀满满，也带着十足的“诱惑”与
实惠。

图①、图③：武汉籍官兵在朋友圈
内晒热干面和幸福感；

图②：陈一新给陶昱的回信。

一位海防排长的三个“没想到”
没想到节日前收到家乡政府寄来的“乡情包裹”

没想到自己的回信得到武汉市委书记的回复
没想到家乡建设如此欢迎曾在军旅的人才

■南部战区陆军某部排长 陶 昱 口述 刘 华 李 师 整理

元旦刚过，甘肃省甘谷县人武部
拟任政委赵才保就拉着他新拜的“师
傅”蒋志鹏，来到大庄镇魏家峡村，
坐在贫困户席换继家的炕头热络地拉
起了家常。

说起赵政委向职工拜师，还有一
段故事。一个月前，在西藏拉萨某
部担任团政委的赵才保，交流到天
水军分区工作。刚到甘谷县人武部
拟任政委，一次进村入户宣讲十九
大 精 神 ， 就 让 高 原 下 来 的 他 有 些

“醉氧”。
魏家峡村的宣讲桌前，村民们拉

着人武部职工蒋志鹏的手问长问短，
却把生面孔赵政委晾在一边。赵政委

有些尴尬，一旁的蒋志鹏安慰他说：
“虽然当地老百姓对脱贫的期盼很
高，但对串串门、入入户的扶贫并不

‘感冒’，他们需要的是能带来长期有
效的变化。在这个地方工作，老百姓
的信任最重要。”听了老蒋的话，赵
政委松开了眉头，若有所思。

“老蒋，从今天起你就当我的师
傅 ， 把 精 准 扶 贫 的 路 子 好 好 教 一
教。”赵政委态度诚恳地向蒋志鹏拱
了拱手，这让已经有20多年工龄的蒋
志鹏反倒不好意思地红了脸。赵政委
详细地了解村里的风土人情和致贫原
因，多次进村，不仅走遍了村子的角
角落落，还与扶贫户交上了朋友，主
动拜师求教的做法更是传遍了整个天
水军分区。

赵政委能够这么快地进入情况展
开工作，离不开天水军分区党委帮助

交流干部快速融入的一系列举措。新
官上任就得先当新兵！在该军分区的
统筹安排下，多名交流干部从代职到
任职，逐步完成岗位过渡，顺利挑起
了担子。同时，军分区机关因势利
导，鼓励他们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创
造性地开展工作，经过岗位磨砺，5
名人武部主官都已成为开展国防动员
工作的行家里手。

秦安县人武部政委张洪峰，交
流任职仅半年多时间，就 20多次住
村入户，深入调查研究，提出的数
十条扶贫措施建议均被上级采纳；
武山县人武部政委梁兴卫自费 1.5万
余元为贫困户购买大衣被褥，还发
动原单位战友捐赠衣服近百件，亲
自送到贫困户家中，结对帮扶的 2
户贫困户都在去年年底前成功脱贫
摘帽。

赵政委拜师记
■雷鹏英

云南预备役师某团牢记习主席训令，迅速掀起新年度练兵备战热潮。图为
1月12日官兵正在进行端圆木训练。 靳卫新摄

内蒙古宁城县
举办退役士兵就业招聘会

本报讯 张贤林、郭桂富报道：岁末
年初，内蒙古宁城县人武部联合县民政
局、县人社局及县退役士兵就业服务指
导中心针对去年 12月份返乡的退役士
兵举办了一场专场招聘会。参加此次招
聘会的有天津金桥焊材、北京福田戴姆
勒汽车、内蒙古金盾保安等十余家公司，
提供岗位百余个。据悉，此次专场招聘
会共有 110余名退役士兵参加，80人已
与应聘单位签订了就业合同。

元旦佳节时，笔者接到一位好友打
来的求助电话，称其家中网络有问题。
笔者排查问题后发现，因其妻子使用某
免费 wifi管理软件，而造成密码泄露，
路由器无线终端连接数达到上限致使
网络卡顿。问题找到，隐患也就很容易
排除，但这同样给笔者和友人都上了一
课，警惕间接泄密！

秘密如同wifi密码，保密工作者基
本上都能做到对外人，尤其是对陌生人
保持高度警惕、守口如瓶；然而，当面对
自己的亲人、朋友、同事等熟悉面孔时，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一如既往地绷紧“保
密弦”。在实际工作生活中，我们或多
或少都有放松下来的时候，有时甚至还
会向信任的人透露那么一些内情，因为
我们都相信他们不会出卖自己。但这
却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听者却未必知道
这些信息是秘密，并且能保密！他们向
外传播秘密，便可能造成间接泄密，从
而带来隐性的、更为可怕的安全隐患。

当然，能造成间接泄密的不只有
人，当下各类信息化产品、智能终端等
深入我们生活，与我们每日作息密不可
分，他们同样有可能成为这个“告密
者”。从事保密或特殊岗位的工作人员
不允许使用智能终端产品，尤其是带定
位、摄录、联网功能的智能产品，但其家
人或与之接触频繁的身边人是否可以
使用？又是否会造成间接泄密呢？

在信息网络时代，这样的情况真实
存在，也更为复杂，我们既不能一竿子
打死，让人回到“原始社会”，也不能掉
以轻心，忽视隐患。有如下情况的就必
须要提高警惕了：家庭就住在重要、
敏感目标和地域 （如：党政机关、部
队驻地、重点科研院所等）；家人时常
出入重要、敏感目标和地域，以及经
常与其中工作人员打交道；自己在家
人面前管不住嘴；家人自身职业也比
较重要和敏感；家人缺乏网络安全常
识和保密意识；单位明令禁止在相关
区域严禁使用某些电子设备；智能终
端不是在正规商家购买的，来源渠道
不明……

之所以这样建议，一方面是因为
年终岁尾，不少官兵返乡探亲，阖家
团圆的时候，千万不要因家庭的温

馨、聚会的欢乐而降低保密意识，饭
桌上、沙发旁的轻松氛围不是可以将
秘密脱口而出的借口；另一方面是因
为如今越来越多智能设备走入家门，
甚至在手机安装 APP时，都会向你索
要通话、定位、摄录和联网权限，安
全隐患颇多，实在是不可不防。防止
间接泄密，最主要的办法还是多做善
意提醒、多搞科普教育，只有把安全
保密的知识、常识普及好，把每个人的
保密意识唤醒并不断提高，才能尽可能
减少隐患和问题的产生。

阖
家
团
圆
时
，更
要
绷
紧
﹃
保
密
弦
﹄

■
李
佳
君

本报讯 井润强、张红星报道：“师
首长机关对信息化指挥手段运用还不
熟练”“部队实战化训练氛围不浓，夜间
训练有近 20%的训练时间没按要求落
实……”新年伊始，广东某预备役师新
年度训练拉开帷幕。开训动员的前 7
分钟却是在列举部队战备训练中存在
的 5大类 11个问题，直点部队战斗力
瓶颈，为部队新年度训练开局立起了鲜
明导向。

该师转隶前是广东省军区连续多年
的军事训练先进单位，转隶后圆满完成
抗洪抢险演练集结等急难险重任务……
新年度开训前，面对部分官兵因已有成
绩而有所懈怠的情况，该师党委“一班
人”一致认为，“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
零。平时看不到问题，战时问题就会来
找你。”他们组织第四季度党委议训会，
按“交明白账、定准目标”的原则，对全年
战备训练情况进行全面检讨式反思，有
一说一查找问题、组织梳理筛选、汇总成

“年度训练问题清单”，对照上级颁发的

《军事训练指示》查纠整改。
严下级先严自身，抓部队先抓机

关。开训动员过后，师部门以上领导率
先走上训练场，接受战术标图、手枪精度
射击、实装操作考核，以实际行动影响和
带动广大官兵投入训练。在高炮训练
场，该师参谋长杜登高正结合新列装的
某型高炮火控系统进行讲解，尽管只是
一堂普通的装备示范课，但是空中多方
向、多批次目标来袭，课堂紧贴实战，查
出了训练短板，指明了补差方向。随手
翻看作训科长武锐手中的新年度军事训
练专题授课计划，笔者发现师部门以上
领导担负了26个课目的教学任务。

开训就是开战，严实的训风使部队
新年度军事训练务实起步。笔者看到，
许多官兵加班加点自觉投入到紧张的训
练中。正带领政治部干部进行信息化方
舱系统训练的组织科长杨宁说：“今年训
练开局聚焦问题整肃训风，战味十足、实
风扑面，催着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

广东某预备役师新年开训实风扑面

5大类11个问题立起开训导向 河北省安平县
建立军地安全协作机制

本报讯 赵洪涛报道：1月10日，河
北省安平县人武部与该县国安、信访、司
法、公安、网监等8家单位签订安全协作
协议书，并召开军地联席会议，部署新年
度维稳工作。为形成军地抓安全稳定的
合力，今年年初以来，该部积极探索军地
协作的路子，协调驻军与相关单位建立信
息共享、联合处置相关情况等机制，努力
为全县发展营造稳定和谐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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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郭发海、熊振翔报道：“东
侧山谷，有不明身份人员出现……”1月
9日，新疆塔城军分区某边防团巴依木
扎边防连连长托乎塔森带队巡逻，突然
接到上级发来的“敌”情通报，判明情况
后，他迅速带领官兵前往处置。这次巡
逻，官兵们还经历了伪装潜伏、识图用
图、野战生存、北斗定位系统使用等7个
课目的轮番考验。战士勾恺强感叹，“这
样的巡逻像打仗，带劲！”

巡逻一路，练兵一路，在巡逻执勤途
中穿插开展训练，是该军分区提高部队
实战化训练水平的一个实际举措。该军
分区所属部队担负着千里边境线守防任
务，执勤点位多，人员高度分散，过去不
少单位存在执勤训练两张皮问题，执勤
的不训练，训练的不执勤，军事训练的人
员、时间难落实，导致训练成绩长期低水
平徘徊。

针对这一问题，他们探索寻找勤训
结合的“焊接点”，破解边防部队军事训
练难题。严密组织新兵基地化训练，延
长新训时间，打好新兵军事训练基础；针
对防区边境管控特点，严格按“六全”要

求抓好紧急出动演练、防偷袭破坏、防恐
怖袭击等课目训练；采取“外请专家任
教、内挖人才授课”的方式，成立由机关、
基层、专家组成的“智囊团”，定期下基
层，对重难点课目现场进行指导；每年
4-10月份，组织二线连队到一线驻训协
勤，分担部分执勤任务，主动协调地方联
防单位强化联合管边控边，让基层有精
力抓军事训练；优先补齐边防一线连队
各个岗位人员，采取分班排轮换的办法，
每月对担负执勤和训练任务的班排进行
轮换，保持训练课目连贯性，做到考核不
过关不进行课目转换；定期组织“四会”
教练员培训和评比，为一线连队配齐配
强各类教学骨干，保证每个课目有 1-2
名全面过硬的组训人员。军分区和边防
团组成联合考核组，不打招呼，不设预
案，全程设障碍、出难题，采取实战化执
勤的方式，让官兵在巡逻中锤炼实战本
领，既确保了边境管控质量，又提升了军
事训练水平。

去年底，军分区及所属边防团迎接军
区军事训练考核和边防执勤能力评估，成
绩优异，取得边防系统第一名的好成绩。

新疆塔城军分区破解训练难题提高实战化水平

结合执勤抓训练事半功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