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某单位机关对基层连队进行

了保密检查。检查后，有战士在强军网

论坛上“吐槽”：“宁可把所有的文件都

拉进来，也不让一份文件落在‘圈

外’，保密的‘圈圈’到底如何划？”

笔者调研发现，类似问题不在少

数。不少机关凡是下发文件，起步就是

“秘密”，有时为了稳妥起见，直接将密

级定高一些。有的“看人下菜”，事关

的领导职务越高、机关级别越高，文件

定的密级就越高。还有的基层单位图省

事，不管文件、资料、教材等涉密与

否，统统按密件处理，导致管理低效，

影响了正常的学习、训练和工作。

毛泽东说：“保守秘密九分半不

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

对军队而言，保密工作向来是生死攸

关的大事，关系到战争的胜负。众所

周知，保密就是保安全、保胜利，中

外军队抓保密都是慎之又慎，把保密

的“圈圈”划大一些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一些单位在实际工作中，谁来

定密、如何定密、怎么保密带有很大

的随意性和不合理性，甚至提出过分

要求，不顾实际情况，不管能否落

实，不问落实成本，使基层陷入“落

实保密规定但无法正常工作；可以正

常工作，但无法落实保密规定”的两

难境地。

“三军之事，莫重于密。”保守

军事秘密的重要性毋庸赘述。关键

在于要树立这样一种意识：保密是

保护和提升战斗力的，而不是束缚

和影响战斗力的。惟其如此，才能

把保密工作做到官兵的心坎上，落

到具体的工作中。

保密的“圈圈”如何划？
■徐弘源 王路加

两个多月前，连长带队出去参加
比武。“连队训练怎么抓”这个问题，
便摆在了我这个政治主官面前。特别
是体能训练，大家积极性不是很高，
一直成绩平平。
“体能训练要加强啊”“体能成绩

不 合 格 者 ， 年 底 评 功 评 奖 一 票 否
决”……我多次强调体能训练的重要
性，要求官兵加强体能训练。连队也
成立了补差训练小组，出台了各类奖
惩措施，可效果就是出不来。我是看
在眼里，急在心里。

4月上旬，旅组织干部体能普考，
其他课目我都取得良好以上成绩，唯
独单杠卷身上只拉了一个，不及格。
“听说指导员单杠卷身上就拉了一个
啊”“指导员体能还有差距啊”……很
快，我单杠卷身上只拉了一个的消息
便在连队传开了。对此，我没有去作
任何解释，而是反思——作为连主

官，自己都做不好，谈何去要求官兵？
“今天是 4月 12日，一个月后单杠

卷 身 上 我 要 达 到 及 格 ， 请 大 家 监
督！”那天晚点名时，我向全连官兵立
下军令状。“一个月能及格吗？”“够呛
吧，我可是练了大半年才及格的。”晚
点名结束后，大家对我的军令状议论
纷纷。

起初我也有顾虑，大家会不会觉
得我在作秀？如果一个月后没能及格
怎么办？最后，我还是下定决心，一
定要给全连官兵作个表率。

此后连队体能训练时，我拿秒表
的时候少了，拉单杠的时候多了，熄
灯后加班训练也成为常态。不管是士
官还是义务兵，谁卷身上拉得多，我
就向谁请教。

5月 12 日那天晚饭前，全连官兵
把单杠围成一圈。我跃身上杠，悬停 3
秒后，拉臂引体，卷腹举腿，绕杠旋

转，平稳放下……这次，我一举拉到
了良好标准。随后在大家的鼓励下，
我又坚持拉了一个。“优秀！”下杠
后，大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指导员比我大 10 岁，他能一个

月内从不及格到优秀，我也一定能
突破，今天立下军令状！”体能一直
较弱的列兵谢宇豪当场就表态。随
后的日子里，连队官兵体能训练的
热情不断高涨。我也趁热打铁，帮
助每名体能有弱项的官兵制订强化
训练计划。很快，连队体能训练成
绩稳步提升。

通过这件事，我也认识到“喊破
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这个朴实的道
理依然是一线带兵人的带兵法宝。在
改革强军的大潮中，带兵人只有把自
身素质搞过硬，才能凝聚一往无前的
底气和锐气，才能带出一群能打仗、
打胜仗的官兵。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第82集团军某旅炮兵营二连指导员 何浩东

士兵之声

带兵人手记

近日，连队一名退役战士在网络众
筹平台发布了为其父亲手术筹款的信
息。我看到连队不少战友慷慨捐助，并
在微信朋友圈积极转发进行爱心接力。
可在这过程中，我也发现有个别同志在
捐款留言区暴露自己的军人身份和单位
番号。

同志们，为有困难的战友提供帮
助、伸出援手值得点赞。连队上报情

况后，旅机关也第一时间与当地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取得联系，正按照相关
程序尽最大努力提供援助。但是，我
们不能因为献爱心而把保密要求置之
脑后。

当前，安全保密形势非常严峻，
大家要牢记军人职业的特殊性，时刻
绷紧保密弦、严守保密关，别把“做
好事”变成了安全隐患。

（曹 壮、谢文剑整理）

献爱心也要注意保密

值班员：陆军某旅指导员 苏启明

讲评时间：5月28日

值班员讲评

潜 望 镜

盛夏炎热季，练兵正当时。眼
下，野外驻训正如火如荼展开。如何
提高驻训的质量效益，提升部队实战
能力，是各部队需要思考的问题。

纵观往年野外驻训，不少单位存
在“野战味”不足、“生活味”过
浓，“陌生感”不够、“熟悉度”有余
等问题，把驻训当“住训”。比如有
的单位，带一堆与打仗无关的坛坛罐

罐，捡碎石子铺路、插彩旗挂横幅，
驻训场帐篷挨帐篷、车辆靠车辆；有
的单位每年驻训都到同一个地方，每
场演练都在同一种地形，每次进攻都
是同一座高地；有的单位训练内容多
年不变，年年都上“一年级”，每年
都是“老一套”……

凡此种种问题，根子在于忧患意
识淡化、打仗意识弱化、战斗力标准

软化。在这里，郝小兵给野外驻训部
队提个醒，利用好野外驻训这一训练
黄金期，必须清除头脑中的形式主
义、思维中的和平积弊，不断设真战
场环境、升级训练内容、创新战法训
法，才能把练兵黄金期变成战斗力增
长的“关键期”“跃升期”。
（文/唐 军 伟 、 何 少 鹏 图/杨

超、朱艺森）

莫把驻训当“住训”

夜间转场，他驾驶着特种车辆翻山
越岭；遇小股“敌人”袭扰，他立即持
枪投入战斗；野战医院开设，他既能组
织指挥也能上手操作；心肺复苏、包扎
止血、伤员搬运等“六大战救技能”他
样样能行；医疗设备坏了，他也能一展
身手……

一场实战化演练下来，战友们夸
他 多 专 多 能 ； 营 长 则 拍 着 他 的 肩
膀，竖起大拇指说道：“孙猴子有 72
变，我看你最起码也会‘36 变’。”
他是谁？909 医院卫生营四级军士长
黄本勇。

说到黄本勇的多专多能，还得从
2013 年讲起。那年，他随医疗队赴
赞比亚参加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
务。当时，给他分配的岗位是医疗

队的炊事员兼驾驶员。“车半路抛锚
找谁修？”考虑到在国外人生地不
熟，临行前，黄本勇恶补汽车维修
知识和技能。

在他的精心保养下，那一年车辆
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倒是医疗队的
检查设备时常“冒泡”。队友们维修
设备时，闲不住的黄本勇也在一旁跟
着学，遇到不懂的地方就上网搜一
搜。时间长了，他也渐渐地能上手
维修，成为队友们的得力助手。医疗
队队长多次称赞他：“短短一年，成
功实现了‘跨界’”。

大批量“伤员”送抵野战医院的时
候，医务人员往往格外忙碌。身为驾驶
员的黄本勇心想，像心肺复苏、包扎固
定等战救技能自己若是学会了，不仅能

为大家搭把手，战时或许还能救命。于
是，他经常到医院卫勤训练中心跟学跟
训，并利用智能模拟人反复练手。有机
会，他还跟着 120急救队出车，得到一
些“实战”机会。现在“六大战救技
能”训练已在该医院战士中间全面铺
开，而黄本勇则是当之无愧的“首席”
教员。
“军人只有打仗和准备打仗两种状

态。”他说，还得继续苦练巧练铆足劲
儿练，把手中的本领练精练强，让自
己的“36 变”在未来战场上应对裕
如，发挥威力。

一句话颁奖辞：突破角色设限，挑

战能力极限，永不止步的黄本勇，自学

成才“36变”。

上战场，看我“36变”
■刘永瑜 郑艺杰

小咖秀

微议录

5月中旬，南部战区某旅战士考学
集训队最新一轮测试成绩刚出来，该旅
二营负责本营集训工作的排长小任，准
备当面向教导员范建超报告情况。

得知连长胡保锁正和教导员在一
起，小任便先给胡连长打了个电话。
当时胡保锁正忙着手里的活儿，为了
方便接听，他便按了免提。不承想，
电话刚接通，小任第一句话就是“连
长，教导员今天心情怎么样？”闻此，
一旁的范建超皱起眉头，场面顿时尴
尬。见状，胡连长便连忙打岔，“还不
错，有什么事赶紧说……”

挂了电话，胡连长才想起连日来
任排长的异常举动。“教导员最近是不
是批评过小任呀？他怎么频繁询问你
心情好不好。”胡连长笑着问教导员。
“没有啊。”听胡连长这么一说，范建
超更是疑惑。俩人决定，当着任排长
的面问个究竟。
“小任，最近怎么关心起我的心情

来了呀？”听完任排长的集训工作情况
汇报，范建超便用半开玩笑半认真的
语气询问起来。见教导员主动问起，
小任也不扭捏，便如实道出缘由——

4月中旬，一次战士考学测试成绩
出来的当天，正在值班的小任接到通
知“方便时给教导员回个电话”。小任
忙完手头急事，便拨通了教导员手
机，可电话响了两声后却被挂断了。
“教导员可能有事在忙。”小任心想，
便给教导员发了条信息“教导员有什
么指示？”发完之后，小任就一直盯着
手机。可一直等到晚上，他也没能接
到教导员的回电或者短信。
“教导员不接电话，也不回信息，

什么意思？”小任心里琢磨着，“难道
是因为营里集训人员成绩下滑，对我
有意见？”看着手中的成绩单，他陷入
沉思。这时，战士小宋走进排房，冷
不丁冒出一句：“排长，我看教导员今
天心情好像不好。”
“心情不好？”说者无心，听者有

意。“对，可能是因为心情不好。”这
一句话似乎点醒了小任。此事之后，
他便多了个“心眼”——但凡是向教
导员请示汇报工作，他都会事先打听
一下“教导员心情好不好”，心情好就
多说几句，心情不好就少说几句。

听完小任的解释，范建超甚是惊
讶，他也连忙解释。原来，那天他看
到测试成绩单后，发现其中有一个数

据弄错了。本想打电话给小任提醒一
下，但电话没能打通，于是他就让人
通知小任方便时回个电话。随后，他
便去机关开会了。小任回电话时，旅
领导正在部署工作，他便按掉没接。
会议刚结束，他就急忙召集各连队主
官传达会议精神，一忙起来就忘了给
小任回信息了。
“小任，这完全是个误会。你放宽

心，我对你没有任何意见。”范建超委

婉地说，“以后咱还是把心思和精力放
在工作上为好。”听教导员这么一说，
小任也解开了心结。

事后，范建超也深入反思。一方
面，他提醒自己，工作还得再细之又
细些，尽量不要因自己的疏忽大意让
官兵产生误解。几天后，他在一次全
营干部大会上，专门提醒大家：为官
做事，须出于公心，瞄着领导心情干
工作的想法要不得。

汇报工作为何有那么多讲究
■唐 嘉 郭海龙

有人说，看领导心情或者脸色、

喜好行事，更多的是一种社交技巧，

其实不然。这背后既有“见风使舵”

的投机取巧，也有“看人下菜”的曲

意逢迎，更暴露出只唯上、不唯公的

工作标准，说到底就是功利思想、利

己主义作祟，简单把“领导满意”置

于事业和工作之上。

但话说回来，为啥有人这么做？一

个重要原因是有些领导习惯意气用事、

不能秉公办事，经常把个人喜好、情绪

带入到工作中，要么动不动甩脸子、发

脾气，使部属望而生畏，要么对“会来

事儿”的人赞赏有加、高看一眼，使一

些人尝到了琢磨领导的甜头。

看领导心情干工作固然不可取，但

板子不能只打在部属身上。只有上下同

心为公、齐心为公、一心为公，才能不

为这些庸俗关系学所累所误，光明磊

落、坦坦荡荡地干事创业强军。

不要把心思放在琢磨领导上
■王碧波

张 帅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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