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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力量/是你让我变坚强/不
怕受伤/因为有你在身旁/你的笑/你
的泪……”6月初，新疆军区某边防团
指挥通信连营区的草坪上，下士高傲在
“音乐沙龙”活动中凭一首燃爆摇滚
《最美的太阳》夺得冠军。

说起“音乐沙龙”活动，班长聂文
凯深有感触。就在几个月前，“低头玩
手机”一直占据指挥通信连官兵大部分
休息时间。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指导员
刘卫强决定带领大家学习乐器，开展丰
富多彩的娱乐活动。

刷手机独“阅”乐，不如搞沙龙
众“乐”乐。可当架子鼓、手鼓、贝
斯、吉他、电子琴等乐器被搬到草坪
上，战士们一个个耷拉着头，满脸的
不愿意。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刘
指导员决定先组建一个乐队，给大伙

探探路。
经过甄选，最终确定由传输班来担

负重任，还请来专业老师给大家上课。
从那以后，传输班的同志们一到休闲时
间就搬出各种乐器，吹拉弹唱好不热
闹。没过多久，大家就能像模像样地弹
奏不少曲调，现场视频甚至还被单位推
荐到新媒体平台播发。

一个班带动另一个班，在传输班的
示范带动下，连队很快就掀起了学习乐
器的热潮。不久之后，效果显现：到了
周末休息，摆弄手机的官兵少了，大伙
搬出乐器组织“音乐沙龙”，现场气氛
特别活跃。

官兵演奏正欢，刘指导员高兴地
说：“不要小瞧了‘音乐沙龙’！它不仅
丰富了官兵的业余文化生活，更让官兵
关系、兵兵关系变得更加融洽。”

独“阅”乐，不如众“乐”乐
■崔博识 何金林

驻训撞上汛期，雨一个劲儿地
下。“这样凉快啊，要换往常这时候，
修个车能把人热中暑。”6月上旬，习
惯了在各种恶劣条件下作业的武警某
部机动第四支队修理技师康超正窝成
一团，吃力地将身子一点一点塞进狭
小的作业仓内，还时不时给大伙鼓劲。
“要摸准这铁疙瘩的脾气，得让自

己钻进去。”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
今天执行抢修任务，康超说到做到，
有点“一语双关”的味道。

四肢蜷曲久了，慢慢已经麻木，
暴雨并没有真正缓解仓内闷热。顾不
上这些，康超手上忙个不停，脑子飞
速旋转，分析查找故障原因。
“喏，就这么小的一个蝶形阀，弄

得这大家伙气都喘不匀了。”不一会
儿，康超探出头来，满脸油污地说。
“还真别说，装备一趴窝，谁也别找，
就找‘康钻头’。”大家都夸康超是
“手到故障除”， 他自己心里明白，走
过的弯路不比其他人少。

支队刚列装某型防暴装甲车时，
正赶上备战军事训练一级单位考核，
康超主动挑担子负责考核期间维修保
障。结果，一辆装甲车涡轮增压临时

出故障，死活修不好，最后不得不
“带病上阵”。虽然考核还算顺利，但
这件事就像扎在康超心里的一根刺。

为此，他想方设法联系上全国多
家厂商，跟技术人员反复咨询，休假
期间更是跑到河北、重庆向院校教员
登门求教，确保新装备维修有保障无
差漏。

名气大了，烦恼也随之而来。一
次，兄弟单位一台新型装甲车离合器
出现了故障，请康超“会诊”。“要不
就别去了，新装备咱不熟悉，修不好
会砸了你的招牌。”身边的战友劝道。
“一次检修就是一次学习机会，同样的
问题也许下次会出现在我们面前。”整
整 4 天，康超把离合器翻了个底朝
天，故障也随之排除。

康超用勇往直前的劲头赢得了大
家的肯定，但他明白自己不努力，不
主动学习，技术是不会提高的。谈到
未来的打算，他泯然一笑：还要像钻
头一样一刻不停地钻下去。

一句话颁奖辞：干一行，爱一

行，更得“钻”一行，康超用勇往直

前的钻头劲头“钻”出了自己的精彩。

康技师的钻劲儿足
■姜虎饶

前不久，武警某中队指导员外出

学习，按照规定，支队指派机关杨干

事到基层代职。谁曾想，杨干事的代

职之旅却“事故”频发。

下到基层，杨干事认为代职始终

是“临时成员”，便心不在焉地打起了

“酱油”。谁知没过多久，支队就组织

了一场战备拉动，由于杨干事对中队

演练方案不熟悉，拖延了战机，导致

行动失败。

近年来，随着部队担负的任务日

益繁重，为保证基层干部在位率，机

关干部下基层代职十分常见。然而，

有的干部“临时思想”严重，把代职

当作公差摊派，代职期间不备课讲

课、不跟班作业、不列席会议，游离

于部队活动之外，履职懈怠，拖了基

层建设的后腿，官兵意见很大。

代职，代的不只是基层干部的行

政职务，更要履行好岗位的职责使

命。这就要求代职干部真正进入战

位、进入角色、进入情况，近身不

远 观 、 亲 为 不 事 外 ， 而 不 是 仅 仅

“顶人头”“凑个数”。与此同时，代

职也是学习充电的契机、躬身实践

的平台、展示形象的窗口，代职干

部要珍惜机会、竭尽所能、奋发有

为 ， 勇 于 直 面 问 题 、 敢 于 较 真 碰

硬，唯有如此才能不负所托、不虚

此行，赢得官兵称赞。

代职干部岂能怠职
■陶宜成 郑广斌

“全营参加战术对抗演练吃‘败仗’，
你们炊事班难辞其咎！”上月初，演练刚结
束，营长高峰就气冲冲地找我“问责”。

演练吃“败仗”，缘何要把账算到我
们炊事班头上？事情还要从演练前的
那次“改善伙食”说起——

几天前气温逐渐走高，大家流汗
多、体力消耗大。我寻思着，现在的伙
食费涨了，给大家改善改善一日三餐。
“要想官兵吃得好，大鱼大肉少不

了，一来‘硬菜’受青睐，二来营养补充
快，简直是一举两得！”就这样，在演练
前一天搞“小会餐”的想法应运而生。

会餐时，油焖大虾、红烧鲤鱼、特色
烤鸭等“硬菜”悉数上桌，大家着实享受
到了“舌尖上的福利”，纷纷赞不绝口。
“张班长，你的菜‘给力’，不好好训练都
感觉对不起这么好的伙食，在家等着我
们演练凯旋的消息！”能得到大家的肯
定，我的心里美滋滋的，对演练结果充
满了期待。

谁知，“小会餐”竟惹了大祸，连队
演练最终折戟在了几道“硬菜”上。原

来，尖刀班班长贺可杰是一名地地道道
的福建人，多年来饮食偏清淡口味，由
于会餐菜品比较油腻，导致他在演练中
腹泻，最终在班组协同课目中发挥失
常；下士刘鹏在会餐时“贪吃”了几口
肉，加之天气炎热引起身体虚火上升，
导致在下午演练时犯困，全程提不起来
精神……出现类似情况的人员，占全营
人数的五分之一左右。

一时间，好心办坏事的我成了“众
矢之的”。“紧跟训练任务调剂伙食没有
错，但要注意营养搭配”“新增伙食费可
以用在‘硬菜’上，但也不能让大家‘吃
不消’”……在随后召开的讨论会上，大
家最终形成共识：要想赢得“刀尖上的
胜利”，必须抓好“舌尖上的保障”。

会后的我恍然大悟：吃饱吃好不等
于大鱼大肉，要在吃精吃细中谋求伙食
服务战斗力的新举措。于是，我主动请
教地方营养师、翻阅大量膳食平衡专业
书籍，决定依据“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能
量平衡、动植物食物品种平衡、一日三
餐营养平衡”的原则，结合官兵实际身

体状况，科学制定新食谱。
随着部队训练周期、训练量大小、

体能消耗量动态变化，新食谱里面增
加了水果、蔬菜、豆制品等食物的摄入
量，同时增加富含钙镁、碱性物质和维
生素等能够消除疲劳的菜品，膳食搭
配更加合理，饮食保障“技术指数”明
显上升。

炊事员化身营养师，盘中餐吃出战
斗力。在近期全旅群众性练兵比武中，
营养补充到位的战友们克服酷热天气
的不利影响，一举夺得 4个单项第一，打
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凯旋后，营长第一时间把好消息告
诉了我。看着大家自豪的样子，我开心
地笑了……

（杨 光、孙佳兴整理）

吃了“败仗”，为啥赖炊事班？
■第79集团军某旅地空导弹二营炊事班长 张 弛

值班员：第74集团军某旅一连连

长 冯 盼

讲评时间：6月10日

今天下午我检查手机时，发现部分
同志下载了某互联网网盘，网盘中的
“隐藏空间”和“加密模块”引起了我的
注意。我打开几名同志网盘中“隐藏空
间”的内容，发现其中确实藏有个人军
装照。

当前，不少互联网公司都声称会
对用户的个人隐私严格保密，甚至

进入“隐藏空间”都需要重重密
码，但这种看似天衣无缝的设置其
实仍有漏洞，从近段时间的失泄密
情况来看，涉密信息一旦传到网上
就很容易被敌特分子盯上，造成无
法挽回的损失。

同志们，当前保密形势十分严峻，
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不可轻信这些看
似“保密”的“隐藏空间”，更不能将涉
军、涉密信息上传互联网，严守保密底
线红线。

（严城辉、叶津华整理）

“隐藏空间”隐患多

值班员讲评

蹲点帮建本是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发现
解决问题、促进基层建设的暖心事，然而
在有些部队却变了味。蹲点期间个别干部
不是对营连事务不上心，就是变相为蹲点
单位打招呼、遮短板。这样一来，不仅蹲
点帮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给基层建
设埋了“雷”。

其实，机关干部在基层蹲点帮建，与
官兵面对面交流，便于了解掌握真实情
况，发现建设短板，及时分析原因，共同
探讨解决办法，而不应该利用职务和权

威，为蹲点单位销通报、搞勾兑、打圆
场。这样的“办实事”出发点可能是好
的，看似是为帮建单位加分，实则在给党
委机关形象减分。

蹲点帮建需要的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
风。蹲点干部不但要脚踏实地，以身作
则，更要硬起手腕，带头纠治弄虚作假的
不实做法，立起正确的工作导向。战友
们，你们觉得呢？

文/邹 贝、薛 伟 图/李浩爽、李

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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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第75集团军某旅又

一拨参赛官兵夺魁后载誉归来，

他们在陆军举办的“炮兵奇兵-

2019”比武竞赛中取得炮兵营第

一、某型榴弹炮战炮班第一的好

成绩。该旅官兵在大门口整齐列

队，用鲜花和掌声迎接比武勇士

凯旋，以此激发官兵训练热情，营

造练兵为战、精武强能的氛围。

吴 阔、李立斌摄影报道

载誉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