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8基层传真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４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张科进

小 咖 秀

春节期间，第 71 集团军某旅指挥
通信连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直播晚
会”。
“对牛弹琴、扭转乾坤、牛气冲

天……”下士李辛凯与父母通过视频通
话互动，接连猜出几个成语，一举夺得
“你画我猜”小游戏的第一名，获得了一
份精美礼品作为奖励。

李辛凯“挤眉弄眼”的小动作，引
得台下官兵哈哈大笑。他上台领奖
时，大家纷纷喝彩，视频那头的家人们

也乐开了花。
这是李辛凯在军营度过的第四个

春节。原本准备休假回家过年的他，响
应疫情防控号召，选择了就地过年。能
以这样的方式和家人“屏上团圆”，李辛
凯难以忘怀。
“连队列兵大多是第一次在外过

年，不少老兵因为疫情防控没能休
假回家……”指导员王浩田告诉笔者，
为了让官兵们过个暖心年，他们想出
这个办法。

就在大家还沉浸在互动游戏的
欢乐中时，会场灯光突然熄灭，一部
连队自制的视频《我们的 2020》开始
放映。去年以来，连队官兵参加比武

考核、抗洪抢险的动人场景和日常工
作生活中的感人画面，一一呈现在大
屏幕上。

除了视频中激昂的背景音，全场
鸦雀无声。官兵家属们隔屏相望，目
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亲人一年来的
拼搏与成长，很多人湿了眼眶。

列兵王晶然的家人原打算春节
来部队探望女儿，因为疫情原因临
时取消了计划。晚会结束后，王晶
然拨通家里的电话，父母在电话那
头欣喜地说：“女儿，看到你们部队
的大家庭这么温暖，我们就放心了，
你在部队安心过年，有机会我们再
去看你。”

第71集团军某旅指挥通信连组织官兵与亲人连线过年

别开生面的“屏上团圆”
■徐哲文 本报特约通讯员 高骏峰

由于三面环山，入冬后，每当夕阳
西斜，游走在高原荒滩的狂风总会裹
挟着飞沙走石，一股脑地涌进第 77集
团军某旅营区，哪怕是春节也不例外。

每天按时乘风而来的，是邮递员
老许。晚饭过后，他总会载着一车包
裹来到营区，将来自五湖四海的思念
送到官兵手上。

拆开快递，一张全家福出现在连长
罗欢眼前——照片后排居中的地方，空
着一个身位；背面，他的妻子吴郊霞用
娟秀的字体写道：“咱闺女说，虽然你过
年回不来，但位置得给你留着。”

在罗欢的内务柜中，还珍藏着 5
张相似的照片。仔细对比不难看出差
别——5年间，既有长辈离世，也有新
生命降生。
“离家久了，错过了很多悲欢离

合……”将照片小心收进内务柜中，
罗欢感慨万千，“说实话，我都快忘记
家里的年夜饭是什么味道了。”

家乡的年夜饭是什么味道？对于
中士赵汝涛而言，也许正是内务柜中
飘出的那一股腥咸。

赵汝涛从小生活在海边，那满满
一桌海鲜年夜饭，是他关于家乡的
记忆。

自打入伍后，赵汝涛从没在春节
期间休过假。知道儿子嘴馋，于是每
年腊八节刚过，他的母亲总会细心挑
选好食材，或盐渍、或油炸、或晾干，随
后寄到儿子手中。

虽然少了原有的鲜味，可这些干
货所承载的意义，早已超越了食物本
身的味道。每当收到快递，赵汝涛总
会把它们化整为零，装进铁盒，存放在
内务柜中。“等想家的时候，再拿出来

尝一尝。”赵汝涛说。
即便在交通日益发达的今日，西

藏仍很遥远，哪怕是来自邻省的快递，
也要在途中辗转六七天，才能送到官
兵的手中。

去年正月，四级军士长朱亮亮就
收到了一盒变质的糍粑——由于大雪
封山，从寄出到签收，这份快递走了大
半个月。

吸取了去年的教训，这次，朱亮亮
的父母改寄了腊火腿，这是他们专门
驱车到省城购买的。
“春节吃‘百家宴’，已成了高原军

营特有的年俗。”教导员常永吉告诉记
者，每逢春节，亲人们总会将易于保存
的特产，邮寄给远在天边的孩子。而收
到快递的官兵，则会将它们或放进储藏
室，或暂存在内务柜中，待到过年时再
委托炊事班做好，和战友一起分享。

浙江的醉蟹、东北的脱水蘑菇、内
蒙古的风干牛肉……这些天，这些跨越
了祖国的整个版图，来自五湖四海的食
材，陆续汇聚到炊事员刘辉的案板上。
“做了 4年的‘百家宴’，等明年退

伍了，我也亲手给爸妈做一顿年夜
饭！”说着，刘辉从内务柜中取出一份
菜谱，“我们家老爷子就是开饭馆的，
这是他的独家配方……”言语中，这名
炊事员的自豪感表露无遗。

上等兵月斓霖同样也把属于他的
自豪，珍藏在内务柜中。

前不久，月斓霖被表彰为“四有”
优秀士兵。当获奖的喜报被送到家乡
四川省邻水县后，县里的领导带着锣
鼓队，登门为月斓霖的父母道喜。

通过微信看到这一幕，月斓霖从
内务柜中，取出那支珍藏的“英雄”牌

钢笔——笔身上“邻水男儿不负乡亲，
邻水县政府赠 2019年度应征青年”的
刻字清晰可见。

在这支钢笔旁，还放着一张用塑
料布封起的银行卡。“目前存了一万
多块钱。”月斓霖告诉记者，入伍一
年多，他把大部分津贴都存了起来，
打算退伍时捐给县里的助学机构，
“乡亲们待我这么好，我也该为家乡
做些贡献！”

自打去年 12月选晋为下士，刘涛
也开始省吃俭用。前些天外出购物，
他用攒了两个月的工资，买来一盒冬
虫夏草，并将它收在内务柜中。
“正月初八是我母亲的生日，这盒

冬虫夏草，就是准备送给她的生日礼
物。”刘涛回忆说，“小时候家里穷，父
母在大城市打工。以前过春节，正月
初七一过，他们总会急匆匆地赶回去
务工。以至于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
来没为自己张罗过一次生日……”

和这盒虫草一起被小心保存着
的，还有一张贺卡，上面写着：“妈，今
年儿子不能回家陪你们过年了。这盒
虫草聊表孝心，您和爸爸记得吃，一定
要保重身体！”
“本来打算春节休假，可是为响应

疫情防控就地过年的号召，我又取消了
休假计划。”刘涛言语中透着遗憾，“所
以只能用快递，把礼物寄给母亲。”

窗外，夜色逐渐深沉，大红色的灯
笼在狂风中左摇右晃，刘涛的泪眼被
照得忽明忽暗。

满载而来，满载而归……远方，带
着官兵托付自己寄出的思念，邮递员
老许又一次迎着狂风，缓缓驾车驶出
营区。

家乡的记忆
——“内务柜中故事多”系列报道之一

■本报记者 李佳豪 特约记者 皇甫秉博 通讯员 王 谭

新干部下连半年有余，笔者在工

作中发现，他们之中有的没等在基层

站稳脚跟甚至连战士的名字都叫不

全，便开始急于出成绩，结果“头三脚”

踢得飘飘忽忽；还有的总感觉本单位

“庙小”、在基层“屈才”，干工作心猿意

马……这表明少数新干部思想作风漂

浮、功利思想严重，需要引起各级高度

重视。

庄稼人都懂得蹲苗。所谓蹲苗，

就是在一定时间内控制水肥，压实土

壤，使幼苗根部下扎、茁壮生长，增强

抗倒伏能力。否则，任其茎叶徒长，

势必根基不实、茎秆不壮，大风一吹

就 倒 。 培 养 人 和 种 庄 稼 是 一 个 道

理。年轻干部多蹲蹲苗没什么坏处，

把基础搞扎实了，后面的路才能走得

更稳更远。

对新干部来说，基层就是成长成

才的最好土壤，是砥砺品质、提高本领

的最好平台。若新干部没有基层历

练，或在基层历练中没有稳扎稳打，就

好比庄稼没有经过蹲苗一样，难免日

后经不住风雨，一旦面对纷繁复杂的

局面、急难险重的任务，往往会心无定

力、无所适从。

新干部成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慢不得，也急不得，在基层土壤

里把苗蹲实非常关键。希望新干部能

调整心态、放低姿态，扑下身子深入

基层、融入基层，多办几件好事实

事，深交一批士兵朋友，在处理各类

难事、急事、大事、复杂事中磨炼

自己，这样才能厚积薄发、行稳致

远，为以后担重任、挑大梁做好积

累和准备。

新干部下连要扎实蹲苗
■许云鹏

过水的手擀面盛入碗中，撒入葱
花、蒜末等各类调料，浇上一勺滚烫的
热油，一碗陕西油泼面泛出诱人的鲜
香。饭堂里，滋溜滋溜的吃面声此起彼
伏。看着大家一脸的满足，武警云南总
队楚雄支队某中队炊事员黄渝华感觉
格外满足。

一个广西籍的兵，身在南方部队，为
何会擅长做北方美食？故事还得从黄渝
华刚被选取士官时说起。打小喜欢研究
美食的黄渝华，入伍第三年如愿成为一
名炊事员，刚接触新岗位，他充满着激
情，每天都在厨房里切菜颠勺，乐此不
疲。随着厨艺慢慢提高，他的心态也渐
渐发生了变化。“定食谱，配菜，切菜，炒
菜，一年四季都在厨房忙碌，日复一日地

重复这些动作。”黄渝华开始对自己的选
择有了些许质疑：“我做这个工作的意义
是什么？”

直到有一天，队长带着几名官兵外
出训练，很晚才归队，他让黄渝华给大家
做些炒饭垫肚子。
“班长你知道吗，吃你做的苦菜鸡蛋

炒饭，有种家乡的味道。”上等兵小王悄
悄对黄渝华说。那一刻，黄渝华突然意
识到，每天的饭菜对战友们而言，不只是
将食材煎炸烹炒煲用以充饥，它还附加
了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乡的思念。

从那以后，黄渝华开始主动和战友
们聊家乡的特色菜，聊他们想吃的菜，并
下功夫去研究战友们想念的“家乡味
道”。他的上衣口袋里多了一个小本子，

上面记录着中队每个人的籍贯、饮食习
惯和个人口味。

网上查资料，APP里看视频，到餐馆
饭店请教名厨……经过一番努力，黄渝
华逐渐掌握了鲁、陕、湘、川等各省很多
菜的做法。那天做油泼面，陕西籍战士
黄庆卯连吃两大碗，直竖大拇指。

一次集体生日会上，黄渝华为每位
“寿星”准备了一道定制菜肴。指导员甘
栋华拉着满头大汗的黄渝华说：“你这汇
聚五湖四海的手艺，可比‘半个指导
员’！”官兵们都说：“黄班长做的家乡菜，
真地道！”

一句话颁奖辞：大锅菜做出“家乡

味”，三尺灶台也能大有可为！

他做的家乡菜，真地道
■范 宁 本报特约通讯员 马艺训

“小周，恭喜你！”刚刚走下训练场，
得知自己被旅里评为“理论之星”，我手
捧荣誉证书心中乐开花的同时，不禁想
起一段难忘的经历。

几个月前，我加入了旅里的强军
宣讲队。一天，机关通知将从宣讲队
中挑选几名优秀选手在全旅组织宣
讲。宣讲队里“大咖”云集，我这种毫
无经验的新手想要入选希望渺茫，但
指导员鼓励我说：不拼一把，怎么知道
自己行不行？

指导员的话点燃了我对成功的渴
望。那段时间，我连夜收集宣讲素材，
在训练间隙试讲，战友们甚至听到我在
睡梦中念叨讲稿……

选拔当天，听完前几名选手的自我
介绍，本就心里没底的我更加忐忑：每
个人都经验丰富、荣誉满身，而我却是

个“小白”，万一评委们觉得我经验不足
怎么办？
“‘第一印象’很重要啊！”想到这

里，我动起了“歪脑筋”。自我介绍时，
我为自己披上了荣誉的“假衣”：入伍前
是学校的“金牌”主持人，入伍后在营里
组织的演讲比赛中屡获佳绩……果不
其然，经过如此“包装”，评委们看我的
眼神瞬间不一样了，可坐在台下的指导
员却皱起了眉头。

刚走下台，指导员赶忙拉我到一
边：“小周啊，你什么时候取得过这些
成绩，我怎么不知道呢？”我把缘由一
五一十说了出来，没想到指导员直接
拉下了脸：“小周，弄虚作假得来的荣
誉咱不要！”

选拔间隙，指导员拉着我来到评委
席主动承认错误。回到座位等待公布

结果，我心想自己肯定“凉”了，没被处
理就算不错了。然而意想不到的事发
生了——“下面宣布入选人员名单：黄
凡、周正夫……”听到自己的名字，我简
直不敢相信。

回到连队，我叩开了指导员的房
门，指导员明白我的来意，语重心长
地说：“小周啊，评委给你这个机会，
不仅是因为你认识错误及时、态度诚
恳，更重要的是你宣讲准备充分、表
现突出。”

成功入选后，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
易的机会，每天加班加点做准备。当站
在全旅官兵面前宣讲，听到台下响起热
烈的掌声时，我长舒一口气，心里暗叹
能力才是真正的“护身符”啊。

（常皓博、王磊整理）

指导员撕下了我的“包装”
■第80集团军某旅上等兵 周正夫

为了搞好饮食保障，武警黑河支

队执勤四中队开设“深夜食堂”，为夜

间执勤和站哨归队官兵提供热食，让

大家在寒冬深夜感受温暖关怀。小小

一份夜餐，包含着关心和温暖，不仅给

官兵们补充了能量，更增添了大家坚

守战位、履行使命的动力。

上图：哨兵下岗后吃到了热乎乎

的夜餐。

左图：司务长赵帅正在为下岗哨

兵准备夜餐。

于海洋、赵 帅摄

“深夜食堂”温暖多

Mark军营

营连日志

编者按 当时间的刻度再次指向春天，本报记者走上西藏高原，走进班排宿舍，将目光投向
属于军人的那方小小内务柜。在这个集体生活里属于个人的宝贵空间中，或珍藏着官兵的高光
时刻，或保存着家乡的温馨记忆，抑或张贴着不同于军人身份的另一枚“标签”。从今天开始，让
我们跟随记者的笔触，走进内务柜那方天地，透过一个个承载着故事的小物件，品读基层官兵的
多彩军旅人生。敬请关注。

新春走军营

基层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