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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买一瓶墨水营区超市却没
有，到营区外的流动小卖部买多花
冤枉钱也就罢了，结果还碰上了纠
察……”8月下旬，第 73 集团军某旅
下士简岸的遭遇，在旅里引起不小
的震动。

调整改革后，该旅移防到了偏远
郊区，虽然便于部队的战备训练，
但生活上出现了新困扰——由于驻
地远离集镇，生活设施不配套，购
物难的问题比较突出。很快便嗅到
商机的当地小贩闻风而动，有人开
着摩托，有人挑起货担，来到营区
周边“捞金”。

一个个流动小卖部的出现，不
但严重影响了营区的正常秩序，还
容易导致失泄密，而且商品质量难
以得到保证，官兵常常得花高价买
劣质品。

旅党委下决心扭转这一现状，一
个个军营小超市很快成立起来，既
方便官兵们购物，还解决了部分随
军未就业军嫂的工作，受到了上下
一致好评。为了加强营区管理，旅
里同时出台规定，禁止官兵到流动
小卖部购物。

没有了客源，流动小卖部很快销
声匿迹，营区周边又恢复了往日的宁
静。好景不长，由于超市里的生活必
需品经常出现短缺，官兵们不得不私
下求助小贩，流动小卖部死灰复燃。
简岸就是在小贩处购物时，撞上了纠
察的“枪口”。

被通报批评后，简岸越想越郁
闷，忍不住在连队战友群里吐槽：
生活必需品超市没得卖，还不允许

我们到别处买，这是什么道理？一
石激起千层浪，简岸的话引起了战
友们的强烈共鸣，一时微信群炸开
了锅……

为什么军营超市常买不到官兵所
需商品？战士们的讨论引起了旅领
导的关注。原来军营超市每一件商
品 上 架 之 前 ， 机 关 都 要 求 对 其 价
格、质量等情况进行审计和检查，
须经财务科、卫生科、部队管理科
等部门分别审批，程序比较繁琐，
周期很长。

无奈之下，超市一旦缺货就只能
采取集中成批申请补货的办法，出现

断货现象在所难免。
“此事看似是审批带来的问题，

其实是僵化的思维模式所致。”党委
会上，旅政委江秀礼深有感触地谈
道，“国家三令五申强调精简审批事
项、优化审批流程，而我们却将简
单的事情复杂化。”以此为契机，该
旅党委围绕机关办事程序繁琐问题
简政放权，将采购权交给超市，官
兵们购物难的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指导员在连务会上还表扬了我，

说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就应该像我一
样敢于为官兵维护正当权益发声。”这
周班务会上，简岸一脸开心。

营区超市没得卖，流动小卖部不让买，第 73集团军某旅下士简岸的遭
遇令人深思。请看——

一瓶墨水引发的通报
■李 纯 李恒剑 谢 安

潜望镜

军营超市本为服务官兵而开设，

然而进货补货竟卡在审批这个环节。

究其原因，还是官僚主义的僵化思想

在作祟。

“情系基层，服务官兵”不能停留

在口头上，关键要抓好落实。当前军

队调整改革深入推进，若不及时回应

基层官兵关切，不主动化解新矛盾、

新问题，就无法解决官兵的心头之

痛、后顾之忧，就无法真正把官兵从

制约战斗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全身

心投入强军兴军。

彻底根除官僚主义，各级领导干部

要坚持以上率下，带头转变作风，改进

工作方式，各级带兵人在倾听基层呼声

之余，应多些向下服务的主动作为，把

对岗位尽职尽责、对群众尽心尽力落在

行动上。切不可高高在上忘了士兵的疾

苦，习惯于张张嘴、动动笔，弄得一身

“衙门气”、变相不担当。

服务基层要戒“衙门气”
■第73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刘 军

微议录

小咖秀

武警河南总队周口支队某中队司
务长刘炳午的口袋里，总揣着一本发黄
的小册子。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在小册
子上记录官兵们的饮食习惯，并以此作
为自己改进工作的参考。

一次中队组织会餐，刘炳午带着几
个炊事员忙得汗流浃背，可忙到最后还
是有新兵不买他的账。四川籍新战士小
谢看着满桌子的菜肴，用家乡话小声地
嘟囔着：“怎么连个辣子都没得！”这件事
对刘炳午触动不小。

打那以后，每逢新战士下连或者
外单位人员调入，刘炳午都要让他们
说一道自己喜欢吃的家常菜，并坚持
把每个人的籍贯、饮食习惯和个人口
味记在本子上。赶上谁过生日，刘炳
午就会把为他“量身定做”的菜肴端到
面前，让“寿星”品尝到自己的家乡风
味。

中队有几名老士官患有不同程度
的胃病。一天，刘炳午从报纸上看到
一个能有效治胃病的土方子，眼前一
亮，如获至宝般地抄在了小本子上。

随即，就托驻地老乡找来了食材，慢
火熬制了几碗香喷喷的“粥”端到了
那几位士官面前。在他一段时间的
精心调养下，这几人的胃病缓解了很
多。受此启发，刘炳午的小本子上又
多了新内容，有食物搭配禁忌、常见
蔬菜营养含量、常见疾病食疗方子
等。

刘炳午的小本子上还记录着中队
每名官兵的生日。战士过生日，有的在
月初有的在月尾，有的与大项工作时间
冲突。为此，刘炳午建议中队每月给战
士们过一次集体生日，此举为中队创造
了其乐融融的良好氛围，深受官兵们好
评。

又一个集体生日会上，指导员薛鼎
权看着满脸汗水的刘炳午说：“炳午，辛
苦你了！”“指导员，我不辛苦，你看别人
一年才过一次生日，我每个月都过一
次，我赚大了！”刘炳午憨笑着说。

一句话颁奖辞：平凡岗位，因他的

用心变得不凡。

刘炳午的“贴心餐谱”
■杨大岭 张 明 赵人杰

现在的连队是什么样？新时代的
士兵有哪些特点？带着这些疑问，我走
进了驻内蒙古联勤保障部队某汽车团
一营三连当兵蹲连。15天的时间里，我
在与基层官兵的“五同”中找到了答案、
收获了感动与感悟。

下连第一天，我参观了团史馆，
全面了解了这支部队的历史。70 年
间，这个团先后经历了 7 次调整改
编，一批批官兵坚决听从改革号令、
服从改革需要，“听从指挥、顾全大
局、无怨无悔”的基因血脉代代相
传。当前，团队正面临即将落地的改
革和变动，对每一名官兵都是不小的
冲击和挑战。与基层营连干部谈心
时，我了解到一些干部年龄即将到
杠，但没有一个人有怨言、提要求，依
然初心不改、标准不减、要求不松地
干好工作。

汽车团是一支战功卓著、历史光
荣、满载荣誉的英雄部队，为什么这支
部队屡屡出色地完成上级赋予的各项
任务？我从官兵们的一言一行中找到
了答案，连队营区里到处可以感受到

思战、练战、为战的强烈气息，训练场
上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练兵景象，每
一次训练都紧盯战场、紧贴实战。我
问战士们：“训练的强度越来越大、要
求越来越严，能不能吃得消？”战士们
的回答十分坚定：平时多流汗，战时才
会少流血！这一刻我深切地感到，“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在这里
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早已融入官兵
血脉。

在连队的半个月里，与战士们同
吃、同住、同训练、同劳动、同娱乐，大家
情同手足、亲密无间、齐心协力、互帮互
助，那种真诚质朴的战友情让我回想起
曾经熟悉的军营生活，更让我觉得部队
的优良传统没有丢，融洽和谐、团结互
助的官兵关系、兵兵关系薪火传承。连
队几名班长骨干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他们都是 80后、90后，却没有一丝稚气
娇气，无论军事训练还是教育管理，他
们以身作则、模范带头，事事冲在前、时
时争第一，在全连叫响了“看我的、跟我
上”的口号。

连队的二班长朱建军，曾经参加

过国际特种兵比武，还荣立过个人二
等功，是老部队公认的“侦察尖兵”，参
加 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阅兵训练
时，因腿部受伤调入汽车团。面对从
侦察兵到驾驶员的变化和转型，他没
有犹豫、直面挑战、攻坚克难，常常坐
在阅览室学基础、扎在驾驶室练技能，
努力弥补专业知识和驾驶技术的短
板，不到半年就成长为一名领导认可、
战友信赖的合格“主驾驶”，在多次比
武竞赛中名列前茅。有一天我在驾驶
室问他：“像你这么好的素质，不提干
真可惜了！”他说自己 3次提干均没提
成，主要因为自己文化程度比较低，不
符合条件，并随口说了这样一句话：
“其实当兵当官都一样，关键是要发挥
作用！”他目光坚毅地盯着前方，手紧
紧握着方向盘。我沉默了，士兵有士
兵的职责、军官有军官的职责，作为军
委机关的 1 名处长，发挥岗位作用如
何？切实履职尽职了吗？在以后的工
作中，我也要像他这样的基层战士学
习，不忘兵之初、整装再出发。

回炉兵之初 整装再出发
■军委国防动员部民兵预备役局装备管理处处长 周 劲

本报讯 万永康、林思帆报道：
“一艘不明意图渔船于我测量阵地前
沿徘徊，现命你部立即前出驱离！”8月
下旬，南部战区海军某侦测船大队组
织留守部队进行了一场实战化背景下
的应急出动战备演练。这是该大队强
化留守官兵战备意识、提升战备能力
的有力举措。
“虽然是留守，备战打仗这根弦

时刻不能松！”上月底，大队长周冬华
路过某测量中队查看官兵装备保养
情况时发现，某型发生故障的测量装
备置于训练区无人问津。问及缘由，
周冬华恍然大悟：执行任务分队还有

大半个月才回到驻训营区，留守官兵
觉得只要守好营区即可，维修故障装
备大可不必操之过急。周冬华当即
对值班干部和留守官兵进行了批评
教育。

近年来，随着该部使命任务不断拓
展、测量任务日益增多，多数官兵长期
在海岸沿线、高山海岛、浅滩暗礁等区
域进行测量作业，只留少部分人员在营
区负责留守工作。日子一久，留守人员
便滋生了“守摊子”思想，战备意识有所
松弛。

留守到底如何“守”？为了提高留
守人员的战备意识，该部专门组织开展

“留守为什么，我该怎么干”的群众性大
讨论活动，引导大家认清担负的职责使
命。与此同时，他们针对测量、反特等
任务特点，优化留守官兵人员编组和战
备物资装备存放，确保留守部队随时能
战。

前不久，该部在一周时间内，组织
留守官兵紧急出动，开展常规性演习演
练多次，对方案预案进行了多处修改完
善，部队战备能力和意识有了明显提
升。在某次留守部队演习的复盘总结
会上，担任“蓝军”分队长的刘烈志深有
感触地说：“备战打仗这根弦在大伙儿
脑子里绷得更紧了！”

南部战区海军某侦测船大队留守工作紧贴实战

留守不忘战备

新闻观察哨

“林新祥，好样的！你是我们才溪人的骄傲，向你学习！”
8月 27日，福建省上杭县才溪镇才溪村锣鼓喧天、热闹非凡。
第 74集团军某旅协同地方政府，正为该旅二等功臣林新祥的
家里送喜报。

福建籍战士林新祥扎根军营苦练军事技能，成长为精武
标兵。前不久，在上级组织的军事比武竞赛中，作为班长的
林新祥发扬“硬骨头精神”，带领全班在比武中一举夺魁，荣
立个人二等功。

在大项工作繁重的情况下，旅里仍态度鲜明地表示：把
喜报及时送到功臣家，要让家乡人民知道小林在部队的出色
表现！经过沟通协调，才溪镇党委和领导立即表态支持，他
们说：“战争年代才溪是敲锣打鼓送红军上战场的，和平年代
我们也要敲锣打鼓把喜报送到战士家中去，让战士光荣，让
军属荣光……”
“感谢你们为部队送来这么优秀的人才！”在镇领导的陪

同下，该旅政治工作部副主任孟召伟将喜报和奖章郑重交到
林新祥父母手中。小林的父母激动地说：“作为军属，我们切
身体会到了军人受全社会尊崇的自豪，希望孩子再接再厉，
争取更大荣誉！”

得知林新祥荣立二等功，乡亲们赶来道贺，小小的庭院内挤
满了街坊邻居。乡亲们高兴地说，一人立功、全村光荣，林新祥是
全村的骄傲！现在军人越来越受到尊崇，许多家长都决定让自己
的孩子去当兵。
“没想到刚刚结束演训任务回来，就收到这样一份惊喜，

我感到无比激动！”手捧着喜报、奖章，林新祥久久不能平静，
他动情地说：“唯有苦练本领，再添新功，才能对得起旅党委
和家乡人民的深情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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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蹲连体会

值班员：空降兵某旅二营六连

指导员 王瑞强

讲评时间：8月28日

今天上午，已经确定退伍的上等兵
小张找到我，上交清理个人物资时发现
的涉密书籍和光盘。截至目前，我们连
队已经有 9名像小张一样的退伍老兵
主动上交涉密资料、清除敏感涉军信
息。

退伍返乡，意味着大家脱下军装，从
一名军人变成普通群众。由于身份的转

变，有些人在部队养成的保密观念可能
会淡化，如果不经意间透露部队装备、人
员、编制等不宜公开的军事秘密，就会给
国家和部队带来损失。

在这里，我要给大家提个醒：虽
然你们即将脱下军装，但请时刻将保
密观念牢记心间，筑牢心中的思想防
线，把保守部队秘密当成自己的义务
和责任，做到涉密的事项不讲、涉密
资料上交，用实际行动彰显军人本
色。

（刘治鑫、郑锦成整理）

退伍返乡，严守秘密不能忘

值班员讲评

蜜在隆重的送喜报仪式中，林新祥（左一）充分感受到
“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的骄傲与自豪。 范启椿摄

蜜地方政府为林新
祥（右四）举行隆重的送喜

报仪式。

范启椿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