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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手记

Mark军营

官兵恳谈

课堂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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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网网盘：jbjccz

我的祖籍在英雄城南昌，1992年父
亲在我还没出生前就移居江城创业，所
以我也是喝着长江水、吃着热干面长大
的武汉人。今年春节前，母亲和爷爷、
奶奶回南昌老家过年，父亲和叔叔一家
留在武汉照看生意。万万没想到，这次
短暂平常的分开险些成为生离死别。

1月 28日，我的叔叔确诊感染新冠
肺炎。父亲也开始出现发热咳嗽、呼吸
困难等症状，他立即前往附近医院检
查，在门诊输了几天液，但不见好转。2
月 4日下午，我接到母亲哭着打来的电
话，“你爸爸做了核酸检测，医生说是那
个病，已经确诊了！”

没过几天，我的爷爷、奶奶在南昌
确诊。接着，堂妹、姑妈、表妹等密切接
触者也先后在隔离点发病确诊。短短
10 余天，7位亲人接连感染新冠肺炎。
迷茫和无助涌上心头，我感到眼前一片
漆黑，耳朵里嗡嗡作响。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如果能请
假，我想回去一趟。”指导员找我谈心
时，我说出了心里话。其实，我何尝不
知道，此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劝说家
人配合隔离，接受治疗。
“党和政府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各地医疗队
正从四面八方火线增援，他们一定会尽
最大努力救治你的亲人。”指导员一番话，
让我心里踏实多了。

2月 4日晚，父亲住进了武汉市红
十字会医院。第二天，位于武汉国际会
展中心的江汉方舱医院正式启用，开始
接收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父亲、叔叔和
堂妹服从安排，从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
转入江汉方舱医院治疗。

父亲告诉我，刚开始，有的病友不
理解，认为方舱医院医疗条件相对有
限，收治病人较多，担心延误病情。后
来一打听才得知，江汉方舱医院由华中
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进行日常管理，
医护人员全是精兵强将，大家的情绪很
快稳定下来。
“习主席来武汉了！”3月 10 日，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习主席
专门赴湖北武汉考察疫情防控工作。
那一天，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他说整
个病房都欢呼雀跃，大家齐刷刷地盯
着手机屏幕，刷新推送的新闻画面。
当晚，父亲在朋友圈里写下一段感言：
“总书记那么关心我们，他的话语温暖
人心、充满力量，相信胜利的曙光就在
眼前！”

好消息一个接一个。很快，我的奶
奶、叔叔、姑妈和表妹先后治愈出院。
正在南昌定点医院接受治疗的爷爷，身
体也明显好转，因年事已高，新冠肺炎
治愈后，医院又将他转入康复科观察调
养。接着，堂妹治愈出院。3月 21日，
父亲也接到了出院通知。在生死线上
走了一遭，父亲说他最大的感悟是：此
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

战友们，习主席亲自指挥、亲自部
署的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让我们看到
了上下联动、全国一盘棋的执行力，看
到了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凝聚力，看
到了攻坚克难、敢打必胜的战斗力，更
直观感受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显著优势。我们要善于从这场伟大
斗争中汲取精神营养，将其融入灵魂、
见诸行动。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
是一种幸福。“五四”青年节即将来临，
我们不要在该奋斗的年纪选择安逸，而
要勇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记得我刚入伍时，因训练成绩不理
想，产生了“混日子”的想法。一次，上
级组织到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参观见
学。纪念墙上，一张张稚嫩面孔的照片
和简单的生平介绍，让我印象深刻。讲
解员说，战争年代，很多革命烈士牺牲
时不到 20岁，他们为了胜利而奋斗，却
没能看到胜利的到来。

打那以后，就像有一种力量在背后
推动着，我开始主动向训练尖子对标，
给自己定下训练“小目标”，完成后打
钩，没完成就继续加练。中队领导也看
到了我的变化，有意安排我去带新兵，
让我在岗位上接受锻炼。几年来，我先
后参加执勤处突等任务 10 余次，所带
的新兵中先后有3人考学提干。

今天，我们要挺起自信的胸膛，用
坚定信念奋勇向前。要从抗疫英雄身
上汲取精神力量，砥砺练兵意志。前不
久，支队组织教练员比武竞赛，我和另
外两名战友代表中队出战，与数十名教
练员、特战队员同台竞技一决高低，荣
获团体第二名的好成绩。
“莫道春光难揽取，浮云过后艳阳

天。”战友们，播下什么种子，就会收获
什么果子。征途漫漫，我们笃定前行的
脚步风雨无阻。
（何宗卯、罗里威、本报特约记者

曹先训整理）

汲取英雄力量 誓做英雄传人
■授课人：武警江西总队新余支队分宜中队下士 章佳文

潜 望 镜

前不久，某部开展为期一周的作风

纪律教育整顿活动，官兵在制度落实、

履职尽责和军容风纪等方面有了较大

改观。不料，周一上午交班会上，该部

刚对整顿情况进行总结讲评，下午随机

检查办公秩序，一些单位就出现了反弹

现象。

原来，为了落实上级要求，在整顿活

动进行的一周时间里，各单位主动审视

工作、校正偏差：办文办会前先查一查，

训练生活时先想一想，看看合不合规矩、

有没有纰漏，自觉把问题改过来，把标准

立起来。但总结讲评后，有些人以为“总

结”就是“完结”，于是精神上松懈了、自

我要求降低了，甚至出现“一夜回到整改

前”的情况。

不可否认，教育整顿活动对推进

各项工作起到重要作用，但个别单位

也确实存在这种“抓一抓就好转、松一

松就反弹”的现象，究其原因往往是一

些官兵产生了“总结=完结”的认识误

区，倘若任其发展，将会消解党委机关

威信，制约部队战斗力生成。

“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

寻。”文中的现象需要引起我们的警

惕。笔者以为，作为基层带兵人，只有

在法规制度的执行上一严到底、敬终如

始，杜绝迁就变通，敢于较真碰硬，善于

化解矛盾，才能确保基层建设始终在法

治轨道上运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

论什么样的教育整顿，如果不往实里

抓，不往深处究，就容易走过场。而要

想取得预期效果，就应该多几个回合，

持续用力，到边到角地把问题打扫干

净。此外，还需要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

检验教育整顿活动成效的重要标尺。

领导干部要自觉做到问需于兵、问计于

兵，真正实现决策部署与部队实际情

况、与官兵实际需求相契合。

莫把“总结”当“完结”，推动部队全

面建设发展始终都是“进行时”。

莫把“总结”当“完结”
■高卫国

“勇挑重担，敢当先锋！”近日，第72集团军某旅开展“党员

佩戴党徽，争做合格党员”主题党日活动，进一步强化党员使命

意识、责任意识。图为该旅装步四连党支部书记尤昌铿为连队

预备党员佩戴党徽。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 毛摄

基层之声

党徽戴起来，责任扛起来

前不久，第 82 集团军某旅修理连
一级军士长李继生主动申请卸任“经委
会委员”职务，并向上级提出摘掉挂在
自己身上的多个头衔，此事在连队掀起
了不小的波澜。
“老班长撂挑子了？”“为连队贡献

了那么多，是该歇歇脚了！”消息传出，
不少官兵议论纷纷。然而，事实真是如
此么？
“我这是给自己减负呢！”面对大伙

儿的不解，李继生讲述了一段令他倍感
烦恼的经历。

上个月的一天，李继生吃完早饭，
正准备按计划到车间为修理工授课。
谁知，刚离开宿舍，文书小李就把他给
“堵”住了。

“李班长，保卫科通知您上午 8点
参加思想骨干集训部署会，部队管理
科请您给安全评比方案提提意见，营
里邀请您 11 点到炊事班参加主食评
比……”等李继生把各类事项处理妥
当，时间已近中午。

随着号声响起，上午的工作计划彻
底泡了汤。对此，李继生感到十分无
奈，而这样的情形有时候一周甚至会出
现两三次。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回到

宿舍，李继生认真梳理后发现，除了连
队编制上的车辆维修分队长外，他身上
还挂着经委会委员、保密小组组长等 5
个头衔。

这些职务或头衔，有的是出于官
兵信任集体推荐担任的，有的是组织

本着对他的尊重特意安排的。作为连
队的老兵，挑担尽责是本分，但身兼
数职导致分身乏术耽误主责主业，这
让李继生开始重新审视身上的担子。
“我申请摘掉 5个头衔，给年轻同

志更多锻炼的机会。”仔细权衡利弊后，
李继生郑重地将自己的想法提交连队
党支部研究。

对此，支委们看法不一。有人担
心：李继生是旅里响当当的“技术大
拿”，这些工作不“压阵”，上级会不会认
为是连里不重视、本人图清闲……然

而，支持的声音还是占了多数：作为班
长，就应该把主要时间精力投入到部队
战斗力建设上。党支部最终同意李继
生的请辞诉求，并以支部名义向相关部
门说明情况。

告别过多的职务和头衔，回归战
位一展所长。连日来，该旅一场实兵
实装对抗演练进行得如火如荼。演练
中，李继生带领维修分队先后完成隐
蔽伪装、避敌空袭、前出抢修等 10余个
课目，有效提升了维修分队的战场保
障能力。

老班长为何申请摘掉5个头衔？
■白 琼 刘 森 本报特约通讯员 陶 磊

作为一名新任连主官，我一度认
为：只有把方方面面的情绪照顾好，做
事留有余地，才能尽快融入连队。没承
想，这样的想法和顾虑，竟然差点让连
队的战士们疏远了我。

刚到任那会儿，每逢连队晚点
名，我都会把各班排表现好的方面逐
个讲评一番。得到我的认可，大家工
作积极性明显提高，与我的关系也日
渐融洽。可随着表扬愈发频繁，事情
发生了“反转”。

上个月旅里组织岗位练兵比武，一
向被称为“长跑健将”的上等兵小张，竟
然在 5 公里跑的初赛时就被刷了下
来。为了给小张提个醒，周日晚点名
时，我刻意用目光扫了他一眼，提高嗓

门说道：“最近有个别同志思想开小差，
训练时还频频‘冒泡’，今后要抓紧改
正！”可没想到，小张对我的话却丝毫没
有反应。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本想着
去找小张谈谈心，却偶然听到了他和同
班战友间的对话——“指导员今天是在
批评谁呢”“不知道，反正在他眼里，干
好干坏都一个样”“是啊，每次讲评工作
他都是挨个表扬、模糊批评，你好我好
大家好呗”……听到这里，我恍然大悟，
没想到自己在讲评工作时的“照顾周
全”，竟然让战士们产生了“干好干坏一
个样”的消极态度。

我找到连长吐露心声：“之前总担
心，一上任就太较真会让大家反感，因
此在讲评工作时习惯泛泛表扬，点问题
又含糊其辞，没想到竟挫伤了战士的积
极性……”听完我的一番感慨，连长耐
心地说道：“讲评的目的是鼓励先进、鞭

策后进，如果不把成绩讲够、问题点透，
就难以营造创先争优的良好氛围。我
们身为连队主官，不能总当老好人，而
要善做有心人。”

战士的私下反映和连长的开诚布
公让我深受触动。作为连主官，该抓的
问题不好意思抓，该负责的工作不负责
到底，把本该有高有低的讲评搞成了
“平均主义”，既没鼓励先进，又让后进
淡忘了责任。打那以后，我转变了观
念、调整了工作方法，处处以身作则，严
抓末端落实。对于表现突出的同志及
时提出表扬，对于暴露的问题也敢于较
真批评。

最近，旅队开展装备换季保养，
全连官兵风风火火、认真细致的作风
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小张所在的车组
还被机关评为“标准车”，我打心底
高兴。

（王雲峤、张勇强整理）

“平衡式”讲评难服众人心
■第76集团军某旅坦克连指导员 张石水

“车库遭‘敌’偷袭，实装紧急集
合！”一阵突如其来的紧急集合号，打破
了子夜的宁静，让还在睡梦中的官兵措
手不及。4月下旬，第 75集团军某旅高
炮营一场脱离“剧本”、不按计划的战备
拉动突然展开。

该营司号员张璐感慨道，自从实行
司号制度，营里规定每周五早操为战备
拉动训练。然而，每次还没等张璐吹响
军号，很多战士就已经提前起床装好背
包，做好“战斗准备”了，这样“注水”的
演练与实战实训的要求显然格格不
入。张璐犹豫许久，还是找到营长，将
自己的想法一股脑儿说了出来。
“战场上要的是一支随时能拉得出、

打得赢的部队。”营党委一班人认为：必须

打破官兵心中的“战备拉动时刻表”，让这
种提前做准备的和平积弊无处容身。

紧急集合号不再定时吹响，官兵的
作风却越来越实。为提升应急处突能
力，该营对照大纲标准，采取不打招呼、
不定课目、不设预案的方式，临机组织
常态化战备演练。此外，他们还成立考
核小组，在每次拉动后及时召开讲评
会，聚焦存在问题讨论完善行动方案，
做到打一仗、进一步。

紧急集合号不再定时吹响
■周宇鹏

某部班长 代惠来：作为全营的基准炮班长，我总被战

友们认为该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同时兼任了党小

组组长、军人委员会副主任等多个职务。李班长的苦恼我感

同身受，也希望组织上给我减减压。

某旅指导员 孙连伟：把官兵从琐碎的事务中解脱出

来，最大限度地投入到练兵备战上，既要统筹安排好基层组

织内的各项职务，也要敢于摘掉一些与主责主业关系不密切

的头衔，让官兵少一些身兼数职的烦恼。

武警某支队政委 权效军：让一个骨干身兼数职、包打

天下固然不可取，但从带兵人角度来看，主要还是应该营造

出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放手让新同志经风雨、见世面，推动

形成人才队伍百花齐放的局面。

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蔡伟：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班长

就该谋打仗的事儿。部队管理者一定要学会用人所长，把合

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万万不能以点代面、以偏概全地

评判人、使用人。

新闻前哨

李班长，保卫科通知您上午8点

参加思想骨干集训部署会，部队管

理科请您给安全评比方案提提意

见，营里邀请您11点到炊事班参加

主食评比……

上午的工作计划

又要泡汤了。

马路通绘

授课背景

4月 16日，一条重磅消息传

来：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圆满完成

任务回撤。这一天，对于武警江西

总队新余支队分宜中队下士章佳

文来说，同样值得铭记——在父

亲章新根的视频见证下，他郑重向

中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章佳文一

家7人先后确诊，经过医护人员精

心救治，现已全部治愈。回首这段

不平凡的岁月，章佳文仍是心潮腾

涌。“五四”青年节前夕，中队在主

题教育中组织“时代新人说”演讲

活动，章佳文走到队列前，和战友

分享心路历程，一起感受中国精

神、中国力量。

主题教育大家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