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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胡迟同志提三点意见：理
论学得多但结合实践运用上还有差
距、对待战士管理严格但对有的同志
关心不够……”

六连老连长胡迟因能力素质突出，
前不久被越级提拔为侦察营营长。新
连长赵松走马上任已有月余。如今两
人并排坐在连队会议室，分别接受全体
党员骨干为他们准备的“接风洗尘会”。
“‘接风洗尘会’是全连官兵‘辞旧

迎新’的特殊仪式。”六连所在营营长
高路介绍说，每逢干部调入、调出，六
连都要开会为其“接风洗尘”，会上不
说客套话，而是指问题、提要求、送诤
言，这已成为连队加强干部队伍思想
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至今坚持了很
多年。
“‘五同六到位’落实不严格，对班

长骨干信任不足放权不够……”氛围渐
热，胡迟一手带起来的兵、下士李志豪
毫不避讳地对他指出 5个问题、提出 2
条改进意见。紧接着，排长王刚、技师
郑锡鑫、副班长廖飞踊跃发言，胡迟边
听边记，若有所思。

作为这场仪式的主持人，连队指导
员冯杰清楚地记得自己上任时参加“接

风洗尘会”的场景，全体党员骨干给他
提的意见建议记满了整整 8页纸。这
次发言对象换作他的两任搭档，他更加
体悟到了每条意见建议的分量。

下士伍敏强第一次参加“接风洗
尘会”，难免心有顾忌，但看到党员骨
干一个接一个毫不遮掩地点问题、拉
袖子，也大胆起来，“批评多，躬身帮
带少……”伍敏强当场指出连长赵松工
作方式方法上存在的问题。

赵松从作为战士报考军校开始就
坚持每晚加班学习、凌晨 5 点起床锻
炼，是全旅首位考上体能“特三级”的
连主官，这些苦功硬功让全连官兵无
不佩服；胡迟各项素质全面过硬更是
出了名的，当连长期间多次比武夺魁、
立功受奖。

然而，官兵们并未因这些耀眼的
光环，就对他们身上存在的问题一笔带
过。“接风洗尘会”时间不长，在座的党
员骨干人人辣语真言，共提出 60 余条
意见建议。
“我的‘接风会’和老连长的‘洗尘

会’放在一起开，我感到压力倍增。”赵
松坦言，各方面素质过硬的老连长尚且
被指出不少问题，自己需要努力提高的

地方就更多了。
敢揭短亮丑，反映的是党性和责

任。在六连官兵看来，一场简朴严肃
的“接风洗尘会”可以为干部拂去思想
尘埃，达到红红脸、出出汗、净化灵魂
的效果。去年老教导员周后伟转业之
前，主动请六连党支部为他召开一次
“洗尘会”，党员干部人人提意见、送诤
言。面对大家充满善意的提醒，周后
伟非常感动，他动情地说：“感谢同志
们的批评，将来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我
都会时刻爱惜自己的党员身份，永葆
先锋本色。”
“接风”接的是“好传统好作风”，

“洗尘”洗的是“思想上的尘埃”。该旅
政治工作部领导介绍说，“接风洗尘会”
已经成为六连党支部在批评和自我批
评中不断自我净化、淬火提升的见证，
也是连队党支部强化政治功能、提升组
织力的一块“硬招牌”，使连队官兵形成
了“当面说实话、背后不说坏话”的良好
氛围。
“我将谨记同志们的批评和期望，

改正不足，用实际行动做‘硬骨头精神’
的传承者和实践者……”会议结束，新
老连长先后郑重承诺，话语铿锵。

老连长越级提拔，官兵临别赠言没有溢美之词；新连长走马
上任，迎接他的也不是鲜花掌声。请看第 74集团军某旅“硬骨头
六连”一场特殊的仪式—

“接风洗尘”：只为拉拉袖子出出汗
■本报特约记者 周钰淞 通讯员 龙轩磊 钟志光

“上级为旅里配发了几百顶新式班
用帐篷，各单位如有需要可随时申
领。”几天前的旅行政交班会上，听到
这个好消息后，考虑到马上就要野外
驻训，而不少旧帐篷漏风又漏雨，我
萌生了全部换新的想法。经商议，我
们几名营连主官决定先领几顶试试，
看好不好用换不换新，等听听官兵意
见再说。

领来帐篷后，我们第一时间组织
了试搭。看着阳光下一顶顶新帐篷，
我心里甭提有多舒服。而让我没想到

的是，战士当中却冒出不少不同的声
音：有人反映，新帐篷部件复杂，搭
起来既费力又耽误时间；有人担心，
按营里当前运力计算，帐篷全部换
新，车辆可能装载不下；还有人顾
虑，换新帐篷就得做新床铺，旅里不
一定会同意……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基本上都在讲困难和问题。

其实我明白他们的想法，在一些人
眼里，领回新帐篷等于领回新麻烦，还
不如干脆用旧的省心。到营里任教导员
的这一年来，我深刻感到，长期固化的
思维，让一些官兵遇到矛盾问题，总想
着回避开、躲着走，最终导致问题越堆
越多、能力越来越跟不上。

有时我也反思，是不是自己的想法

脱离了客观实际？但再一细想，我觉得
慢的不是动作，而是思想。不打破官兵
的惰性思维，基层自主抓建就只能是一
句空话。
“大家想一想，新东西第一次用都

有个熟悉的过程，不是吗？”这天晚
上，我又专门召集营连主官开会讨论，
我告诉大家，新帐篷搭建复杂，正好可
以拿来训练官兵团结协作能力；更换新
帐篷车辆运力不足，正好可以用来研究
战备、行军方案；至于新床铺，我们可
以请示机关统一订做……讨论中，大家
渐渐认可了我的观点：想办法解决问题
的过程，其实也是能力提升的过程。以
后遇到问题，首先想的应该是下决心解
决，而不是绕着走。

要下决心解决问题，而不是绕着走
■西藏军区某旅防空营教导员 魏 超

带兵人手记

值班员：第76集团军某旅导弹三营

一连指导员 郭 凯

讲评时间：4月7日

今天检查卫生时，我发现很多同志
将快递包装扔掉前，并没有妥善处理粘
在上面的快递单，导致收件人姓名、收
件地址、电话号码等信息一览无遗。从

保密工作的角度看，这种做法存在失泄
密隐患。

虽说一些快递单已经进行了简单
的模糊和加密处理，但并非万无一失。
比如说，通过快递单号可以查到关联的
支付账号，造成个人信息泄露，影响财
产安全。此外，快递单上的收货地址还
暴露了部队驻地，会增加失泄密风险。

同志们，保密工作无小事！大家平
时网购时应尽量选择正规的快递公司，
为个人信息保护上一道保险；收到包裹
后，要尽快撕掉销毁快递单，堵住失泄密
漏洞。说到这里，再补充一点：请大家妥
善处理好带有个人信息的车票、发票、单
据等，绝不能让这些票据成为“泄密单”。

（赵炫竹、王文斌整理）

快递单莫成了“泄密单”

前不久，在武警某支队开展的安全

隐患排查专项活动中，多个单位上报的

总结报告被打回，原因是内容空泛，甚

至出现了不少套路化文字。笔者深入

了解后发现，原来一些报告是由中队文

书代笔，“经验丰富”的文书们保留了大

量的文本，每逢类似活动开展便按模板

略做修改，于是一篇逻辑清晰、对仗工

整的报告就这样“新鲜出炉”。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类似“套路化”

的工作方式并不鲜见。不可否认，有些

模式化的手段、方法有助于提高工作效

率，但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不存在“万

能”的“套路”。实践中，有的战友习惯

于用一张要点梳理图落实理论学习，用

一个军事教案撑起全年考核；有的战友

喜欢把说的当做的，把思路当成绩，把

计划当落实；有的教育刚开始就急于总

结经验、宣传典型……如果一味靠这些

“套路”，而不是紧密结合实际，不仅与

时代脱节，还只会徒耗官兵精力，挫伤

大家干事创业的积极性，阻滞基层建设

向上向好发展。

别被“套路”迷了眼，唯有“务实”最

可靠。作为基层带兵人，要坚持说实

话、办实事、出实招，力求把每项任务都

落到实处，把每件工作都干出实效。

锤炼务实的作风和品质是一场自

我革命，需要不断清理各种“套路”，坚

决摒弃与新时代使命任务要求不相匹

配的东西，以老老实实的态度，扎扎实

实的举措，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

别被“套路”迷了眼
■戴庆明

基层之声

“为了人民全力以赴、义无反顾。陈
薇院士大年初二带领团队进驻武汉，争
分夺秒开展应急科研攻关；火神山医院
护士吴亚玲在得知母亲去世后，向家的
方向三鞠躬，含泪继续投入工作……”

4月上旬，备受期待的“抗疫感动瞬
间”在线品读会，如约与中部战区陆军某
信息保障旅官兵见面。该旅某连指导员
陶宇轩以“小我·大我”为题，讲述了军队
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的感人事迹。

荧屏上，一张张图片、一段段影音直
抵人心；荧屏前，官兵们泪湿眼眶的同
时，向战“疫”勇士学习的决心更加坚定。
“疫情防控期间，官兵的思想关注

点发生了变化，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也应
该随之做出相应调整。”该旅宣传科科
长王焱介绍，他们紧贴疫情防控期间的
形势要求，积极创新主题教育方式方
法，围绕“忠诚使命”“团结奋斗”“敢打
必胜”等主题，开展“抗疫感动瞬间”在
线品读会，通过邀请基层一线优秀代表
谈抗疫感悟、说身边故事，引导官兵学
习抗疫英模，激发强军动力。

第一期嘉宾访谈节目，谢宁受邀
来到录制现场。作为卫生队防疫组组
长，她从春节开始就一直奔波在全旅防
疫最前沿，认真做好日常接诊和隔离区
巡诊等工作。
“面临转业、双军人家庭、老人患

重病、孩子太小没人帮助照顾……”透
过镜头，官兵们很难想象，平时乐观开

朗的谢宁身上还背负了这么大压力。
“我既是女儿又是妈妈，不舍和亏欠肯
定有。”面对主持人的询问，谢宁接着
说，“但我更是军人，是党员，看到奋战
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我感觉自己还应
做得更好！”

从“白衣战士”谢宁到“防疫尖兵”
王帝华，从“金牌连长”梁成到“通信能
手”殷桂川……14名官兵相继走进网络
访谈室。每名嘉宾的讲述，都是一堂生
动的教育课，他们像一个个“火把”温暖
了官兵的内心。

勤务保障营战士冯九磊迎来上士

服役期的最后一年，一度产生了松口
气的念头。参加完在线品读会后，他
深受触动，主动调整心态，重新鼓起干
劲，在强化各项军事素质的同时还积
极履行俱乐部主任职责，加班加点为
官兵制作战“疫”广播、印制防疫手册，
宣传防疫知识。众多官兵像冯九磊一
样，把在主题教育中受到的激励转化
为练兵动力，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
到练兵备战之中。

上图：“抗疫感动瞬间”在线品读会

摄制现场。 苏灿豪摄

中部战区陆军某信息保障旅开展“抗疫感动瞬间”在线品读会—

“我感动，我加油，我担当”
■蔡 伟 本报特约通讯员 何孝林

4月12日，武警广西总队钦州支队采取随机抽组的方式考核基层官兵射击

技能，检验训练成效。图为官兵进行装填子弹，准备下一轮的射击。

柴 浩摄蓄势待发

“嗡嗡嗡……”4 月 13 日凌晨，手
机轻微震动，早已睡下的张洪福瞬间
清醒。眼睛还没睁开，就已条件反射
地抓起手机，生怕耽误片刻。尽管结
束任务离开武汉快一周了，但他仍对
手机声响极度敏感，可见“疫”线记忆
多么刻骨铭心。

来自联勤保障部队某基地的张洪
福，是一名有着 17 年军龄的驾驶员。
疫情发生后，他第一时间向组织递交
了请战书，于 2 月 13 日赶赴武汉战
“疫”一线。

编入武汉泰康同济医院保障队后，
张洪福和他的战友们每天都在与时间
赛跑。“要么在出任务，要么在准备出
任务。”战友眼中，张洪福总是那个冲
在最前面的人。定点接送医护人员和
工作人员，他不知疲倦、准点准时；运送
核酸检测标本和血样，他不惧危险、主动
请缨……张洪福把每次任务都当成生死
攸关的急行军、不容有失的攻坚战。他
深知，每一次保障任务，都是一场生命接
力赛。如果能够快一秒安全到达目的
地，就能给病人多带去一分生的希望。
“去血液中心别上宝丰路高架桥，

走桥下能快 5分钟。”虽然车上都有导
航，但张洪福还是经常不厌其烦地给战
友们分享自己的行车经验。哪里能抄

近道、哪条大路最省时，他都摸了个门
清，甚至连哪个路面上有坑洼都记得清
清楚楚，俨然“活地图”“导航仪”。

不管多晚都要洗消车辆，不管多累
都要检查车况，这是张洪福给自己定下
的“铁规矩”。50多天里，行程 1.3万多
公里，风雨无阻，无一次延误和意外情
况发生……这是张洪福交出的战“疫”
答卷。
“疫”路疾驰，一路有你。那个防护

服上写着“武汉我与你同在，风雨过后
便是彩虹”的张洪福终于等到了武汉解
封的那一天。

一句话颁奖辞：战“疫”一线，与时

间赛跑，你“疫”路疾驰，使命必达。

“疫”路疾驰，为生命接力
■张建惠 张友利

小 咖 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