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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住！口令！”8月 30日深夜，火箭
军某旅部队管理科科长资文茂突击检查
营院内各哨位执勤情况，前脚刚踏入发
射四营的管辖区域，即遭到哨兵大声询
问。

一番“对口令”过后，资文茂随哨兵
一同走进营房检查官兵就寝情况。正当
他准备表扬哨兵警惕性高时，楼梯拐角
处一块黑板上写的内容却又让他把到嘴
边的话憋了回去。
“你们营的岗哨名单和口令都这样

写在黑板上吗？”闻听资科长的语气变得
生硬起来，哨兵缄默不语。资文茂径直
来到该营营部，将同样的问题抛给了营
参谋，得到一个看似合理的答案——将
岗哨名单和口令写在黑板上，便于官兵
记忆，避免出现漏岗或者忘记口令的情
况。
“简直是胡闹！口令按机密级文

件管理，怎能随意写在黑板上？”离开
四营，资文茂继续检查，发现好几个单
位都有类似情况。次日，资文茂进一
步调研发现，不少官兵对口令的重要
性认识不足——有的单位将一段时间
内的口令抄在纸上，夹在岗哨交接本
内；有的哨兵不会正确使用口令；有的
单位除了当日值勤官兵外，其余人员
根本不知晓口令内容……

当天下午，资文茂就相关情况向旅
领导作了专题汇报。交班会上，旅领导
给基层营连主官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一次红蓝对抗演练中，“红军”为图方
便，将一周的口令打印张贴在公示栏上，
遭“蓝军”无人机抵近侦察拍摄，“蓝军”

潜伏进入“红军”阵地犹入无人之境，最
终导致“红军”败北。

立查立改。该旅通过组织集中授
课，端正官兵对口令的正确认识，同时
下发口令使用管理规范细则，让口令真
正发挥其应有作用。

夜间口令，怎可随意写在黑板上？
■邓东睿

回忆起那次支部党员大会的尴尬
表现，至今我仍为自己的失职而羞愧。

8月初，连队新任党支部书记张
良通知，三天后召开支部党员大会
讨论决定接收预备党员，请相关人
员做好准备。作为党员发展对象、
下士穆成安的入党介绍人，我心想
也就是按规定走个程序，没有什么
需要过多准备的。

开会那天，穆成安宣读完《入党申
请书》后，张书记宣布会议进入下一项
流程——请穆成安的入党介绍人介绍
情况，并对其能否入党表明意见。随
即，我按照固定套路开始“制式”发言：
“穆成安同志政治觉悟高、群众基础
好、工作训练成绩突出，个人觉得其达
到党员标准，同意入党。完毕！”
“这就介绍完了？”张书记看了看

我，没等我回话，便反问道，“请你再介
绍一下穆成安同志的家庭成员和主要
社会关系情况。”见我答不上来，张书记
“连珠炮”似地问道：“穆成安同志理论
学习情况怎么样，对党的基本知识掌握
得如何”“他的入党动机、综合素质、现
实表现你有没有具体考察过”……一时
间，我被张书记问得哑口无言。

有了我这“前车之鉴”，穆成安的
第二个入党介绍人不知所措，吞吞吐
吐说了几句。张书记没有继续发问，
而是直接宣布：“因入党介绍人没能按
要求履行职责，暂时休会。待其考察
清楚，再商讨接收预备党员事宜。”

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多次参加接收
预备党员的支部党员大会，也曾当过其
他党员的入党介绍人，但还是第一次遇
到这样的情况。当时心想，是不是新来
的书记故意跟我过不去啊？
“入党介绍人的工作是一项严肃

而光荣的政治任务，责任重大。”当天
下午，张书记临时调整工作安排，给连

队全体党员上了一堂党课。他从彭德
怀元帅与他的入党介绍人段德昌之间
的革命故事讲起，带领大家重温入党
介绍人的职责，认清入党介绍人工作
的重要性。

听着张书记的课，我的心情变得
沉重起来。扪心自问，被组织指定为
穆成安的入党介绍人后，自己并没有
履行入党介绍人的职责，甚至有时穆
成安主动过来汇报思想，自己也没有
耐心对其进行帮带教育。更让我感到
惭愧的是，因自己的失职，还耽误了穆
成安入党。

课后，张书记又把我单独留下，他
语重心长地说，入党介绍人不把好“第
一关”，党员质量就没法保证。作为
“启蒙老师”和“引路人”，入党介绍人
不能当“甩手掌柜”，要为党员发展对
象系好入党的“第一粒扣子”。

从张书记娓娓道来的党课和推心
置腹的谈心中，我明白了入党介绍人

的重要性。反思入党这几年，连自己
的入党介绍人都忘了是谁，给别人当
入党介绍人时，也是仅仅局限在填填
表、签签字、表表态，对其考察教育培
养做得远远不够。

在认真学习党章后，我重新开始
对穆成安进行全方面考察。9 月上
旬，我向连队党支部提交了一份对穆
成安的全面考察情况报告。张书记看
后说，以后这样当入党介绍人就够格
了。随后，连队再次召开支部党员大
会，穆成安同志也被光荣接收为预备
党员。
（任 帆、冯 雨、特约记者康

克整理）

入党介绍人不再当“甩手掌柜”
■第83集团军某旅火力二连中士 单运博

本报讯 马巾普、刘佳奇报道：
构设战场环境、进行情况诱导、随机
裁决点评……9月中旬，走进第 81 集
团军某旅野外驻训场，笔者发现班排
战术训练有了导调组。

导调组一般在营以上规模战术训
练中设置，缘何出现在班排战术训
练中？据该旅领导介绍，以往组织

班排战术训练，大多由本级指挥员自
主设定敌情、我情和战场环境，官兵
在训练展开前就已经对相关情况了如
指掌，训练难免走过场，效果不明
显。

今年野外驻训展开后，他们尝试
依托班排设立导调组，挑选优秀排长
或士官，在经过相关专业培训后负责
班排战术训练中的导调工作。

在今年首场班排战术训练开始之
前，担负连指挥所警戒任务的二营支
援保障连排长王大力带着排里的骨干
构想多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认真研究

对策，然而在第二天的训练中，导调
组的临机导调还是让他们直呼“想不
到”——连指挥所遇袭，连长、指导
员受“重伤”；小股“敌人”与机降
分队同时出现，前方还伴有“敌”机
枪群火力覆盖……复杂的战场情况逼
着王大力合理调配兵力火器，灵活运
用战术战法。

灵活的导调练出善战的部队。近
日，该旅组织班排战术考核，旅导调
组百般“刁难”，连排指挥员见招拆
招，考核总评优秀率比去年提高近 8
个百分点。

第81集团军某旅练强连排指挥员

班排战术训练有了导调组

“这三等功不是凭实力得来的，我不
要！”说出这话的是新组建的第 73集团
军某工化旅下士蔡国庆。由于军事素质
好，又在骨干岗位上表现出色，去年还是
上等兵的蔡国庆本已符合申报立功条
件，而他自己却以成绩不够突出为由，放
弃了申报。

今年 9月，蔡国庆晋升为下士。就
在 8月底，还是上等兵的蔡国庆竟然捧
回了全旅第一枚二等功奖章。旅政委林
晖在当天的颁奖仪式上说：“要把蔡国庆
的名字写入旅史馆，激励更多人打破他
的纪录！”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蔡国庆获此殊
荣？听完他的训练成绩，就不觉得奇

怪了——军体运动会当天连贯作业，
武装 5公里 19分 20秒，双杠一练习 142
个，轻装 10 公里 38 分 36 秒，三项成绩
均取得第一名。即便如此，蔡国庆还
觉得心有不甘：“若不是时间上有冲
突，我还要参加其他项目的角逐！”

蔡国庆的成功可不是轻轻松松实现
的，能有今天这个成绩，他可是脱了几层
皮。2016年，大三在读的蔡国庆为圆军
旅梦携笔从戎。然而兵之初并没有想象
的那般顺利，入伍不到一个月，蔡国庆在
一次训练中不小心受伤，导致左脚大拇
指粉碎性骨折，直到新兵连结束都未痊
愈。新训结业考核，他因此多个课目成
绩垫底。

下连不久，营队开始组织高强度训
练，脚伤刚好的蔡国庆也加入其中。然
而毕竟底子差，5公里越野，蔡国庆不仅
跟不上队伍，还跑一路吐一路，所有干部
骨干都对他直摇头。

“不能输！”倔脾气上来的蔡国庆
咬紧牙关，暗自制订高强度补训计
划。力量跟不上，他就到训练场反复
进行单双杠、翻轮胎训练；耐力不够，
别人徒手跑他却负重跑，双脚磨出多
个血泡，连小趾趾甲也磨掉了。当然，
作为大学生士兵，蔡国庆不仅会苦练，
更会巧练。为了达到更好的训练效
果，他还借助手机上各类健身软件，实
施精准训练。

汗水总能浇灌出丰收的喜悦。没多
久，蔡国庆便用一个轻装10公里 37分 36
秒的成绩为自己正名，实现完美逆袭。
“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只

要敢吃苦、肯坚持，就能当尖兵！”蔡国庆
的获奖感言赢得台下官兵热烈掌声。

一句话颁奖辞：放弃申报三等功，谦

恭里有自省；如今荣立二等功，奋发中见

实力。蔡国庆，为你的“以退为进”叫好！

放弃立功机会的上等兵再立新功
■赵 欣 章以添 本报特约记者 赖文湧

“大金，我去检查各班内务卫
生，接下来的时间你组织一下。”9月
初的一次军事理论课，中队长授完课
离开教室，留下我组织战士们巩固复
习。

没承想队长离开没多久，不少战
士就开始发呆，个别士官甚至趴到了
桌子上……看我是“新排长”，就好
欺负么？

因调整改革，不久前我从机动分
队调入现所在防化分队。来到新中队
后，我一直琢磨着如何踢好“头三
脚”，尽快树立威信，看来今天得给
他们点颜色看看。
“坐好了！下面我抽考一下学习

情况。”我逮住一名总低着头的下士
开始提问，“钟波，毒剂与浸渍活性
炭起化学反应后而被活性炭吸附叫

什么作用？”“化学吸著作用。”没想
到他回答得从容自如。随即，我又
盯着几名坐姿不好的士官提问。然
而，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居然全答
对了。
“排长，请问浸渍活性炭长什么样

呢？”正纳闷着，上等兵游丛玮突然冒
出这样一个问题。“这……这……五班
长你不是用过吗？课后带游丛玮去看
看！”日常训练中我也没留心观察，这
一问让我的脸刷地一下红了。有两名
士官见我出丑，竟然捂着嘴偷笑。我
顿时怒火中烧，大声呵斥：“你们俩笑
什么笑？给我站起来！”这时队长推门
进来，才及时避免了冲突进一步升级。

课后，在队长的询问下，我道出
事情原委。“大金，你新来中队，想
尽快打开工作局面，心情可以理解。

刚才的情况也不能全怪战士们，如果
你自身专业素质过得硬，何愁他们不
服你呢？”队长没有批评我组织不
力，而是帮我细细分析原因。想想自
己到中队后，不思补齐专业短板，却
只琢磨着怎么与班长骨干处好关系，
殊不知作为带兵人，提升自身能力素
质才是树立威信的正途。

痛定思痛，我及时作出调整：训
练场上带头参训，遇到不懂的虚心向
班长骨干请教……很快，我的专业水
平提高了一大截。9月下旬，中队长
让我组织专业理论授课，我将近期所
学所思所感与大家作了一次分享，并
利用支队强军网的“理论达人”栏目
组织了一场知识竞赛，赢得官兵一致
好评。

（高世军、李 杰整理）

自身硬气，官兵才会服气
■武警云南总队某支队防化中队排长 宁大金

9月上旬，武警甘肃总队文艺小分队赴精准扶贫联系点——会宁汉家岔镇双庙

村进行文艺演出，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侯崇慧摄

入党介绍人工作的重要性毋庸赘

言，但为何屡屡出现入党介绍人对党

员发展对象情况掌握不明、考察培养

不够等问题呢？其根子还在于党支部

忽视发挥入党介绍人的作用,对此项工

作要么放任不管,要么会前临时指派。

久而久之，入党介绍人就“形同虚

设”。为此，强化入党介绍人的职责意

识和履职能力，首先应当强化党支部

对入党介绍人工作重要性认识，确保

其“有位可为”；其次，应当从制度上规

范对入党介绍人的选定、培训和考核，

确保其主动作为、积极作为，为发展党

员把好第一道关。

党支部要为入党介绍人履职把关
■第83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朱 刚

潜 望 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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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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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