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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咖秀

Mark军营

前不久，某部开展机关干部蹲连住

班活动，各科室和后进连队纷纷结成帮

带对子。随后的“双争”评比中，许多挂

钩帮带连队的成绩都有了很大起色。

然而，蹲连住班活动结束之后，不少后

进连队建设却长时间“原地踏步”，有的

甚至出现滑坡现象。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机关基层双

向恳谈会上，连队主官反映了不少帮带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的机关领导大包

大揽、事无巨细，把“指导”变成了“主

导”，把“帮带”变成了“包办”，连队自建

能力并没有多大进步；有的因为领导蹲

点，机关各个部门纷纷大开绿灯、特事

特办，人力、物力、政策上多有照顾，领

导一走，“涛声依旧”；有的甚至把帮带

当成例行公事，把精力用在字斟句酌而

不是真抓实干上，汇报材料很精彩，实

际工作一团糟……如此不走心的帮建，

雨过地皮湿，治标不治本，对口连队的

建设水平又能有多少真正的提升？

帮建是抓基层最重要的工作方法

之一，领导机关深入基层排忧解难，面

对面帮助指导，基层官兵十分欢迎。但

基层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综合性工作，

需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三两天出成

果、个把月见成效的帮建，看似热闹，其

实难副，反映了部分领导机关急于求

成、政绩观出现偏差。

对此，希望各级领导机关端正指导

思想，通过面对面解惑、一对一帮教、手

把手指导，帮助基层连队把上级精神吃

透、把建设形势摸清、把矛盾问题找准、

把思路举措落实；在给“拐杖”的同时，

也要强“筋骨”、固根本，提高自建能力，

强化造血功能。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激

活基层工作活力，让基层建设呈现持续

发展的良好局面。

帮建基层不能“雨过地皮湿”
■曾梓煌 陆一纶

士兵之声

潜望镜

自打手游“闯进”了大伙的生活圈，
潜在的“坑”就接连不断，最近赶巧又撞
上了。

转眼到了周末，从连部领回手机，队
友们陆续上线，准备来两局放松一把。
为了便于互相交流、打出完美配合，我在
“游戏大神”上等兵小黄的“点拨”下打开
了语音功能，没想到系统随机匹配到了
两个女队友。小黄很娴熟地安排着“战
术”，两位队友那叫一个佩服。

开局没多会，我的脑回路貌似反应
过来了：平时玩游戏都是战友们面对面
“开黑”，语音功能基本上没用过；与陌生
网友聊天打游戏，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正纠结间，游戏已进入白热化状态，此时
小黄“大神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秀各
种操作不说，嘴上紧张快速的语音指挥
配合更是一绝，逐渐掌握战局主动。

正当大伙掀起“秋风扫落叶”般的
反击时，只听文书推门就是一嗓子，“连
长找您，在连部”，害得我一哆嗦，手机
差点摔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没等我说
话，手机里传来一声惊呼：“原来是兵
哥哥啊！”这下可好，炸锅了！小黄的
指挥明显盖不住两位女队友的好奇，
“怪不得指挥战斗这么给力呢”“兵哥
哥在哪当兵啊”……一连串的问话问

得我心里发毛，反倒是小黄聊得正起
劲，得意万分。

由于技术精湛、组织灵活，我们完
胜对手。游戏结束，但小黄聊天兴致还
意犹未尽，干脆直接准备加对方为微信
好友，被我一把将手机夺了过来。
“你小子迷糊啦？”面对我的质问，

小黄满脸的无奈和苦笑，“班长，咱能不
能跟上时代节奏，就加个好友，至于这
么小题大做嘛？”
“咱们已经暴露了身份”“虽说是闲

聊，但万一说漏嘴咋整？刚才不就被她
们猜到了驻地”“保密工作，再小再不起
眼也都是大事”……看着我严肃的神
情，小黄赶紧关闭了应用程序，并表示
以后绝不会出现这类情况。

在随后连队组织的网络安全保密
教育上，小黄自告奋勇用自己玩游戏的
亲身经历给官兵们敲了警钟，大伙也举
一反三查找问题，给自己的工作生活加
一把安全锁。
（鲁 博、本报记者 颜士强整理）

差点被“大神”带跑偏
■新疆军区某装甲团二连班长 胡 杰

当下，手游已经成为多数官兵娱乐

消遣的主流方式，其中不少讲究战术配

合的游戏规则、追求炫酷画面的内容设

置给官兵带来了愉悦的精神享受，但同

时也存在保密隐患。

游戏中，官兵经常会遇到随机匹配

游戏的情况，为了“上分”“升位”，往往通

过语音通话功能，实现实时互动。而官兵

所在的环境相对集中，一旦使用该功能，

就好比打开了“录音机”和“扩音器”，极易

造成失泄密，给部队安全稳定带来影响。

这就要求部队管理部门和基层带

兵人见微知著、防患未然，及时发现和

堵塞手游时的安全漏洞，教育引导官兵

放松娱乐时不忘绷紧保密这根弦，避免

“中招上套”。

小心着了游戏中的“道”
■新疆军区某装甲团政委 徐东波

当兵 8年，我从不怕训练苦、任
务重，就怕给连队捅娄子、在工作中
冒泡。然而，事情总是这样，怕什么
来什么：上周，我又冒了一回泡。

那天，中心机关联合工作组一行
来团里展开检查调研，到我们连队
后，一名工作组领导随口向我提了一
个问题：今年主题教育第一专题的主
题是什么？你们团是如何具体开展的？

这一问，可把我问蒙了。按说，
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团里主题教育第
一专题确已展开，还是团政委为官兵

集中辅导授课。但是，前段时间我一
直在休假，几天前才回到连队，还没
来得及补上这一课。

这一刻，我尴尬地站在原地不知
所措，满脸涨得通红。目睹这一切，
团里陪同检查的吴干事脸色也难看起
来。幸亏指导员站出来说明情况，才
为我解了围。

工作组走后，我心里忐忑不安：
团里和连队的工作，会不会因为我的
冒泡而被上级否定？机关会不会对我
进行问责处理？我把内心的担忧向指
导员倾诉，指导员心里也没底，只让
我等机关的消息。

连续两天，我寝食难安。眼看机
关一直没有动静，我想与其坐以待
毙，倒不如主动找领导承认错误。来
到机关楼，我找到吴干事说明来意
后，得到这样的回答：“因为这事，上

级批评了咱们团补课组织不及时、补
课制度不健全，为此，我还专门向团
领导作了口头检讨呢。”

一听这话，我顿时感觉头皮一
紧。不过就在这时，吴干事笑着拍了
拍我的肩膀说：“但是，这都是机关的
问题，和你们没有关系。现在团里大
力倡导为基层减负，内容之一就是严
禁随意向下推卸责任。放心吧，这件
事情不会批评你和连队的。”

果然，这次冒泡，我没有受到批
评，连队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不
久后，机关完善了休假和出差人员
补训、补课等相关制度，我和缺课
的战友们也被安排了集中补课。我
在想：机关有担当，基层更不能掉
链子，在后面的工作训练中，我更
要加倍努力。
（陈友金、本报记者 张 放整理）

这次“冒泡”我没挨机关批评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运输团战士 张运乐

近日，空军工程大学航空机务士官学校邀请驻地小学生来到军营，通过观看招飞宣传片、参观营区建设、讲解航模知识

等活动，帮助孩子们了解军营生活。 杨 帆摄

“谁先出水，谁就出局！”在猎人集训
“一口气潜泳”课目中，随着教员一声令
下，第 73集团军某旅特战队员们猛吸一
口气，如剑鱼般扎入水中，在平静的湖面
激起层层波澜。

随着时间的推移，队员们陆续从距
岸边 30米左右的地方冒出水面。就当
大家以为课目结束时，50米开外的水面
上，又涌现出一个身影。定睛一看，这个
战士双颊已然紫青。

他叫李风晓，他的威名正如他的名
字，像风一样很快被众人知晓：结业考
核，他以体能第一、总评第二的成绩斩获
“全优猎人”头衔。

熟悉李风晓的人都知道他“豁得
出”，这股劲头从他当兵的第一天就展现

出来了：别人不敢上的课目他敢，别人不
敢尝试的训练他敢……在同年兵中，李
风晓最先熟练掌握了三角翼、伞降、潜水
等 20余项特战技能，迅速成长为“全能
尖兵”。

然而，这个别人眼中敢于追风的硬
汉，曾在文化学习上栽了不少跟头——

初次接触军事地形学的李风晓，面
对一张地图总是晕头转向，哪里代表高
山，哪里代表流水，完全搞不清楚。身边
的战友曾开玩笑：亏得一身腱子肉，却连
东南西北都分不清，咋当班长带好兵啊。

玩笑归玩笑，劲得自个儿较。休息
时间，战友们常常看到李风晓拿着地图
对着山头写写画画、量量算算。经年累
月，这项短板也被李风晓补齐。

这些年，李风晓常把“敢于豁得出”
挂在嘴边，在他眼里，能有这股底气源于
平时练就的过硬本领。有一年，在外军
某学院学习培训时，李风晓和其他学员

被一辆卡车拉到几十公里开外的原始森
林。茫茫夜色中，他们所能倚仗的，只有
一张军事地图和一个指北针。任务：限
时返回！

苛刻的条件令很多学员手足无措，
李风晓却从容自若：凭借着日夜苦练的
本领，他很快借助微弱的光线判断地貌，
找到了自己在地图中所处的“原点”。出
击！在指北针的辅助下，李风晓连夜向
营地奔袭而去，一举创造了这个课目的
最佳成绩。
“磨剑只为亮剑。”如今，入伍 17年

的李风晓依然每天雷打不动地进行高强
度训练，他说，无论多么艰险的任务，只
要党和人民一声令下，自己一定能够“豁
得出”。

一句话颁奖辞：“豁得出”才能过得

硬、打得赢。不经一番磨砺苦，哪来利剑

展锋芒？！

这个兵时刻“豁得出”
■廖晓彬 蔡信炜

士兵日记

比武冠军归营后，没有了事迹整
理、视频拍摄、开展先进事迹报告
会、巡回演讲等“规定动作”，这让新
疆昌吉军分区某边防团宣传保卫股干
事张紫辰有些意外。

6月 3日，这个边防团参加陆军首
届“边海卫士-2019”比武竞赛的 14
名勇士凯旋。这次比武，机炮连下士
雷朝蕾夺得战斗体能课目士兵组金
牌，其他参赛选手也战绩不菲，团队
综合成绩在多支参赛队中名列前茅。

过去，在大型比武中取得成绩归
队后，后续活动都会安排好几天，各
项议程一个接着一个，文字材料更是
要“数易其稿、反复推敲”。

一周前，张紫辰得知参赛官兵取
得优异成绩后，就和有关业务股室开
始筹备“王者归来”后的材料整理、
视频拍摄和多场次的先进典型报告会
等事宜，接连几天都没时间参加训
练、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舞龙舞狮表演、敲锣打鼓夹道欢
迎、向标兵献花、团领导即席发言……
让张紫辰没想到的是，此次冠军归营
后，除欢迎仪式隆重热烈外，往年一
些走“套路”的流程竟然大幅“缩
水”，不仅时间被压缩到了 30 分钟，
而且没有了层层表态发言。

“参赛官兵属于重点减负对象。
我们既要营造精武吃香氛围，又要搞
好减压减负和人文关怀，让他们从紧
张激烈的赛场返回营区就能放松心
情、缓解压力。”看着笔者惊异的表
情，团政治工作处主任肖鹏涛说，参
赛官兵归营前夕，团党委就决定按照

“聚焦练兵备战，减少折腾干扰”的思
路开展后续工作：精武事迹载入团
史、搬上灯箱橱窗，在强军网开设专
栏，积极为比武创佳绩的官兵申报立
功受奖。同时，要求机关和各营连不
得组织精武标兵巡回演讲、反复作报
告，尽快安排因前期备赛耽误探亲休
假的官兵补休，由部队管理股负责为
他们订票、送站……

“大家收拾一下，带上手机或者照
相机，20分钟后在团机关楼前集合出
发。”归营第二天，团领导安排机关干

部带车前往驻地 4A级景区，保障参赛
官兵观光游览。参赛官兵在山花遍野、
满目葱翠中一洗征尘、放松心情，很多
人在微信朋友圈里分享着这份愉悦。

归营三天后，被批准休假的参赛
官兵乘坐团里派的专车前往机场和火
车站。这不，“金牌得主”雷朝蕾还在
浙江温州老家“晒”出了美图呢！

图①：雷朝蕾夺冠照片。
图②：雷朝蕾端午节微信朋友圈

截图。

“王者归来”，先让他们好好歇歇
■肖承槟 战照涛 本报特约通讯员 黄宗兴

感 言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训练就要当尖子，当兵就要当标兵。6月中旬，某团机炮连组织开展“听标兵故事、学典型事

迹、讲军旅感受”微课堂活动，引导官兵大力发扬“两不怕”精神，练就能打胜仗的过硬本领，有效

激发官兵精武强能的训练热情。图为训练标兵、连长仇衫与官兵分享荣誉获点赞。 刘南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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