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下旬，新疆军区某团二炮连
为了迎接团里的保密检查，加强了内
部资料的管理。然而没过几天，问题
来了——通信员李成元“受不了”
了！

由于全连的内部资料都锁进了保
密柜，而那些教材资料都是各班排常
用的，为此每天从起床开始到熄灯，
就不停有人找到小李领教材、还资
料，忙得他“不亦乐乎”。每晚熄灯
后，看着密密麻麻的登记本，小李都
要核对到深夜……

针对这一情况，连队向大家提出
要求,每天规定时间段进行领取，过时
不候，不想班排长们对此却不买账：
新大纲相关资料以及训练教材是日常
必用品，这一锁等于锁住了“战斗
力”；理论学习资料可以在训练间隙
穿插使用，束之高阁无法进行随机教
育……
“内部资料岂能一锁了之？”面对

出现的问题，该连举一反三，召开了
一个关于如何保管内部资料的“诸葛
亮会”。通过广泛听取官兵意见建
议，连队制定了一套既方便官兵学习
训练，又能有效防止失泄密的办法举
措，受到了官兵的好评。

他们摒弃了以往“一刀切”的做
法，对内部资料进行分类区分，除

了涉密资料单独上锁，其他资料交
由班排管理，并且明确相关人员的
管理权责。
“各班排自己编写的教案自己管

理，训练教材资料由图书室管理员统一
管理，日常学习资料个人管理……”
看到如今的变化，通信员小李如释重
负，连队又恢复了“平静”。

刚刚传来消息，该连不仅顺利通
过了团里组织的检查，检查组还对
他们分类管理内部资料的做法给予
了肯定。

内部资料被锁起来之后
■沈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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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兵

女战士张庆，第 81集团

军某合成旅卫生连下士。在

该旅组织的“猛虎杯”群众性

练兵比武中，勇夺战场救护

技能第一名。

沙场点兵·聚焦群众性练兵比武

比武场上，男女战士同台竞技的
场面，你见过吗？相信多数人都没见
过，笔者从军多年也是第一次见。

炙热的烈日下，第 81集团军某合
成旅“猛虎杯”比武正在如火如荼地进
行，女战士张庆认真地调整战斗装具，
反复检查腰带的松紧、急救包的位置
等细节，生怕有一点儿闪失影响比武
成绩。

张庆是这场比武最大的看点。依
据以往的训练成绩，她最有可能在这
场特殊比武中向男选手发起挑战。官
兵们告诉笔者，不分男女的战场救护
技能比武，特别是体能强度大的课目
对参赛的女战士考验很大。
“有没有信心？”借比武前的间隙，

笔者问张庆。只见她一边盯着场上正
在进行的比武，一边给我们分析：“男
兵块头大、有力量，完成时间肯定短，

但男兵没有女兵细心，救护过程中容
易忽略细节。只要比力量比速度的环
节不输太多，那我完全可以通过救护
的技巧和质量扳回来。”
“3分 50秒……”考官现场公布完

一名男选手的考核成绩后，不少参赛
官兵纷纷感叹：真快！再看即将上场
的张庆，稚嫩的脸庞反而显得更加坚
定，只见她握紧拳头给自己打气：“我
一定不会输给他！”
“嘟！”一声哨响过后，考官下达

“前进”命令，张庆“嗖”地一下就蹿了
出去。跃进、卧倒、匍匐等一系列战术
动作，她一气呵成，完全不逊色于男选
手。到达伤员身边后，张庆立即展开
紧急救治：宽衣、询情、诊治、止血、包
扎等全套动作做下来，干脆利落。
“女兵的体能素质是短板，特别是

在搬运伤员时会吃不少亏。”谈及这次
男女同台竞技的初衷，在场的旅政委
任志远介绍，“战场上的对手可不会分
性别，比武场上我们也必须用一把尺
子衡量每一名官兵。”

这边话还没说完，那边张庆就已
完成了战伤的简单救治，接下来就进
入到搬运伤员环节。别说女兵，就是
男兵到了这个环节也发怵。场地上，
只见张庆将男伤员架在自己臂窝里，

一步一步向终点匍匐搬运。
“3分47秒，好样的！”大伙儿没想到，

张庆这个环节的成绩竟超出不少男选
手，连考官都忍不住啧啧赞叹。在接下
来的静脉穿刺等内容的比武中，张庆充
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越战越勇。

最终，张庆夺得头名，成为“龙虎
榜”上唯一的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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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女兵张庆点赞的同时，也为

该旅组织这样的比武叫好。曾经，战

争让女人走开；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

来到军营，越来越多的战位向女性开

放。女军人，已日益成为我军一支重

要的作战力量。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

识到，战场上没有男女之别，只有强弱

之分。只要穿上了军装，就是一个兵，

就要练好本领时刻准备战斗。让女兵

与男兵同场竞技，看似不懂“怜香惜

玉”，实则是对她们最大的爱护。因

为，在残酷的丛林法则、战争铁律面

前，只有能打胜仗的兵才会凯旋。让

我们期待更多的“张庆”不断涌现！

好长一段时间闷闷不乐的下士小
刘，这几天脸上终于有了笑容，上周末
连队组织武装 5公里越野阶段性比武
考核，他还因为表现出色荣登连队“龙
虎榜”。看着小刘的变化，我悬着的心
终于放下了。这件事虽然已过去，却
让我吸取了教训：为兵解难也得注意
保护战士隐私。

入夏以来，连队官兵训练热情和
持续攀升的气温一样高涨，可我发现
下士小刘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小刘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兵，是训练场
上嗷嗷叫的“小老虎”，还经常帮着连
队干部出谋划策。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心里肯定有事。一天晚饭过后，小
刘竟悄悄换了便装，准备打车直奔车
站，没出营门就被连长拦住了。

一番深入交谈后得知，小刘父亲前不
久由于宅基地纠纷被邻居打伤住进了医
院，小刘怒上心头，一心想回家为父亲讨
个说法。我一边安抚小刘，一边按程序将
此事逐级上报到旅涉军维权办公室，小刘
慢慢冷静了下来，不久小刘的父亲获得合
理赔偿，肇事者也受到应有惩处。

纠纷得以解决，小刘恢复了往日

的状态，可我没想到，因为我的一个
疏忽，又让小刘“晴转多云”。没多
久，机关工作组到连队检查“帮战友”
活动开展情况。座谈会上，我当着官
兵的面，把小刘的情况详细向工作组
作了汇报。

按理说，如实汇报情况没有错，可这
引起小刘不满：父母被打是件光彩事吗？
向工作组报告不要紧，可这让全连官兵都
知道了，我以后在连队怎么见人？从那以
后，连队官兵都知道了这件事，有人过来
安慰，也有人背后议论他胆小怕事。

了解到小刘的烦恼，我自责考虑
不周，让小刘丢了“面子”。作为连队
指导员，我把战士的烦恼当成自己的
烦恼，积极为战士排忧解难，谁料想，
一个无意间的举动带给了小刘如此大
的烦恼。晚点名时，我当着全连官兵
的面向小刘道了歉，也提醒全连官兵
不要议论，这才化解了小刘的烦恼。

事后我总结，为兵解难是我们带
兵人的分内事，但也要考虑到战士的
感受，给他们的隐私上把“锁”，防止无
私关爱带来无心伤害。

（赵 磊、温锡明整理）

无私关爱咋成了无心伤害？
■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机步营机步二连指导员 彭 辉

本报讯 钟志光、万东明报道：8
月初，第 74集团军某合成旅宣传科干
事孙彬彬撰写的一份《当前官兵思想反
映情况》，事例生动鲜活，真实反映了当
前部队官兵的思想状况，得到旅领导的
肯定。

前不久，为充分摸清当前官兵思想
底数，机关调研组兵分多路，前往基层翻
本子看材料、搞座谈听汇报，收集了不少
调研素材，调查结果却因内容太空挨了
批：“调研组走的是基层精心设置的‘导
航路线’，看的是连队百里挑一的‘独特
风景’，听的是掐尖拔刺的‘官方语言’，
这样的调研怎能摸透基层实情？”

脱鞋下田搞调研，敞开心扉听意
见。调研组吸取教训，调研前不再提前
发“安民告示”。同时，他们采取线上与
线下同步展开的方式收集官兵意见。
线上，他们依托网络问卷、军网论坛和
网络信箱等平台，收集官兵平常不敢
说、不愿说的“刺耳”意见；线下，他们深
入训练场、车炮库、值勤点，不分对象、
不定范围、随机邀请官兵面对面畅谈逮
“活鱼”。

孙干事介绍，通过深入“解剖麻
雀”，他们收集整理了训练、教育、管理、
保障等 5个方面 30余个问题，成为旅党
委筹划下一步工作的重要依据。

第74集团军某合成旅力求调研接地气

检查调研不走“导航路线”

我从地方高考直接上军校，毕业
后一直在院校和机关工作，没有基层
部队工作生活的经历，这次到驻新疆
的空军某旅指挥营通信连当兵锻炼，
我倍感珍惜。佩戴列兵军衔，与连队
官兵同吃、同住、同操课、同劳动、
同娱乐，让我补上了军旅生涯的重要
一课。

面对体制改革、驻地改变、装备改
装“三改叠加”的重大考验，这个旅的官
兵改革不改初心、移防不移志向，不分昼
夜学习装备理论、研究技术参数、苦练指
挥协同，担负起战备值班任务，以实际行
动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我从大家的言行
中深切感到，这源自于习近平强军思想
的引领，源自于官兵灵魂深处的政治自
觉。作为军委机关干部，身处军队组织
体系上层，更要当好习近平强军思想的
坚定信仰者、忠实践行者，为部队提供
指导、搞好服务。

当兵蹲连期间，部队正在组织纠治
和平积弊。官兵们纷纷谈到，军人生来
为打仗，和平积弊是对军队最致命的
“腐蚀剂”，以前“八小时外”的事务经
常比“八小时内”的战备训练还要多，
很多时候找不到苦累的实际价值。党的
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习主席今年初向全
军发布训令后，军队回归核心职能，军
人聚焦主责主业，在这样的时代当这样
的兵才有意义。

这个旅组建30多年来，积淀形成了
“忠诚、勇猛、奋进”和“艰苦奋斗、

吃苦奉献”的精神财富。正是这种优良
传统，使部队在面对移防带来的各种困
难时，能够自觉正确看待、从容应对。
在一起摸爬滚打、朝夕共处的日子里，
连队官兵谈起个人、家庭的烦心事、挠
头事，虽有酸楚无奈却坚强乐观，只要
一走上训练场就是一副生龙活虎的样
子。连队指导员费明伟对我说，婚恋家
庭问题是困扰基层的一大难题，已婚的
两地分居，未婚的难找对象。连长32岁
了依然单身，每次休假回家都有人介绍
对象，可休假期满返回部队后又总是半
途而废。我跟连长聊起这个话题，他却
装作轻松地说缘分未到，洒脱中难掩无
奈。

基层是一面镜子。通过设身处地
品味基层的甘苦，零距离地感受官兵
的平凡与非凡，我的灵魂得到了洗
礼、身心得到了锤炼。离开连队时官
兵跟我说，我和他们在一起没有架
子、有当兵的样子，这是对我最高的
褒奖。我们是人民子弟兵，兵的样子
既是革命初心更是时代标准，只有始
终牢记普通一兵身份、树起普通一兵
样子，才能真正树起军委机关党员干
部应有的“样子”。

从南疆戈壁返回首都北京，皮肤晒
黑了，心灵上的感触更深更重；“兵味”
渐浓了，对基层官兵的敬重深入骨髓；
军衔回归了，扛在肩上的是更重的责任
和使命。不虚此行、不忘初心，感谢军
旅生涯的重要一课。

军旅生涯的重要一课
■军委办公厅某局综合计划处处长 杨 波

值班员：空降兵某旅摩步一营一

连连长 刘立伟

讲评时间：7月31日

今天下午，全连官兵进行了武
装 5 公里越野考核，大家都很重
视，总体成绩也不错，但在考核过
程中我发现一个问题：部分官兵把
头盔绑在背上或者拿在手里，不按
规定佩戴。

夏天气温较高，跑步时把头盔绑在
背上或拿在手里会相对舒适。这看似一
件小事，却是训风考风不实、打仗意识
弱化的大问题。头盔作为一种基础护
具，可以在关键时刻保护官兵生命安
全、减少战场伤亡。平时为图方便和舒
适，不按实战要求佩戴，同样是和平积
弊的一种表现。

作为一名军人，我们必须时刻
保持强烈的敌情意识，把训练场
当作战场，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
进行训练，将战场需求融入平时
的训练考核中去。平时多流汗，
战时才能少流血。

（张朝佩、马子安整理）

头盔

请按要求佩戴

值班员讲评

带兵人手记

新闻观察哨

编完这篇小稿，编者不吐不快。

军营是一个盛产秘密的地方，保密就

是保胜利，因此大伙儿把保密的圈圈

适当画得大一些也能够理解。然而，

如果把这个范围无限放大，也会影响

提高战斗力。

早些年在基层工作的时候，机关

只要下发文件起步就是“秘密”，官

兵们拿着大量根本没有秘密的“密

件”很是头痛，管理成了大问题。与

此同时，一些部队机关却用相关标准

要求基层，导致保密过度的问题时有

发生。

不 注 意 保 密 可 能 导 致 战 争 失

利，而过度保密不但造成管理低

效，还会降低军事秘密的严肃性、

权威性，反而不利于保密工作的开

展。一些单位、部门和个人之所以

在保密工作中层层加码、随意升

级，也有怕担责、图省事的心态在

作怪。这种简单粗暴的“一刀切”

做法，看似对保密工作很负责，实

际上却是不顾实际、漠视需求的变

相“懒政”“怠政”。

总之，保密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但过度与不足皆不可取。关键要

严格按照保密要求来开展，既不能放

任不管，也不能任性而为。

保密也要防过度

编余小议

当兵蹲连体会

武警湖北总队恩施支队利川中队

日前举办“军营开放日”活动，驻地某

小学百余名师生走进警营体验部队生

活。图为该中队战士冯威华为小朋友

讲解敬礼的动作要领。

宁建鹏摄

Mark军营

图为张庆在比

武中拖运男伤员。

薛 伟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