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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咋这么丑呢！条令里没说非得‘卡
三毫’啊！”看着镜子里班长刚给剃的寸
头，我这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不知从什
么时候开始，剃寸头，已经成为我们连
一项不成文的“条例”。其他连队都在
背地里笑话我们是“寸头连”。 最让
我感到气愤的是，每次我与同年兵战
友申伯豪相遇的时候，他总是笑得最
大声。
“大家不都是这个发型么？要丑也

不是你一个人丑！你们这帮‘95后’，
就爱臭美！”班长语气严肃，有些不太
高兴。确实，我们连不论是连长指导
员，还是班长战士，都是“清一色”的
寸头，像极了刚收完的麦茬，头皮在其
中若隐若现。

刚剃完头的王远航紧皱着眉头：
“班长，那其他连咋就不用剃呢？我看
他们二连，啥样的发型都有。”
“别人有别人的规矩！从我来咱们

连开始，大家就一直是这个发型，也
没见谁像你俩这么大意见。”班长语气
中透着不满。
“可是班长，明明《内务条令》上

规定了男军人有四种发型，为啥咱不
能按照条令条例来啊？”我不服气地
说。

班长的脸瞬间黑了，“让咱们统一
剃成寸头，不是为了军容风纪检查时
不冒泡么！再说了，上级要是来检
查，那不是能显出咱们整齐划一、令
行禁止的作风来么！”

我依旧不服：“班长，条令条例里
明确规定了军人的一言一行，难道不
按照条令条例做反倒是好作风了？”

我的这番话，引来了同班战友们一
致叫好：“班长，正豪说得在理儿啊！”
“是啊班长！这可是关系到咱们的‘头
等大事’，为什么不能按条令来呢？”

看着大家都开始发牢骚，班长气
得涨红了脸：“让你们剪就赶紧剪！谁
再议论这个问题，我罚他去操场上跑 5
公里！”

大家虽然都噤了声，但我却更加
困惑了：旅里一再强调各项工作要依
法，怎么发型问题在我们连，就不能
依法了呢？

我将自己的困惑挂到了旅政工网
上，不仅得到我们连队战友的大力
“顶帖”，更是引来了其他连队战友们
的大量“围观”。

很快，这件事就得到了机关管理
科的回应，他们结合军容风纪检查时
机进一步明确了发型标准，并强调，
军人的一言一行均应以条令条例为准
则，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条令条例的权
力，任何不符合条令条例规章制度的
行为都是违法违规的行为，必须坚决
禁止。
“寸头连”终于成为了历史，我也

终于可以换发型了！
(姜华、王雪整理)

我终于可以换发型了
■第78集团军某防空旅战士 侯正豪

本报讯 吴杰、特约记者张雷报
道：“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可不是敲
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对‘兵之初’的你们
来说，必须找准目标，走好军旅第一
步。”11月 13日，中部战区空军某基地
老战士报告团团长毛兰成，刚刚参加完
上级组织的十九大精神宣讲辅导，就风
尘仆仆赶赴某新训旅宣讲会场。

老战士报告团组建 31 年来，一
直走在传承红色基因、宣传党的理
论最前沿，曾 4 次被评为“全国关心
下一代先进集体”，12 人次受到全国

和 全 军 表 彰 。 党 的 十 九 大 召 开 期
间，老战士报告团坚持学在前、讲在
前，深入基层与官兵一起收看十九
大开幕直播，围绕报告中的新思想、
新论断、新提法、新举措，以战争亲
历者、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畅谈“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并组织交流讨
论。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后，报告团
成员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梳理官兵和民众关注
的热点问题，广泛收集资料、拓展素
材范围，先后在军地巡回宣讲 20 余
场，听众达 2 万余人。

带着真情实感学，十九大精神才能
入心入脑。在地方政府机关宣讲时，毛
兰成一开场就用十九大报告中 203 次
出现“人民”这个词进入，结合战争年代

报告团成员与人民群众血浓于水的亲
历讲初心讲党性，阐述“永远把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的历史
缘由和现实意义，一下子抓住了现场听
众的心。
“到 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你们多

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民族复
兴之路上，我们负责站起来、富起来，
你们负责强起来！”在航空兵某旅宣讲
时，报告团成员和官兵算起时间账、使
命账，一堂课下来官兵深受鼓舞，收获
了沉甸甸的责任。在外执行海训任务
的飞行员胡世雄通过视频连线全程收
听收看授课，他感慨道：“这样的辅导
既有深度又有温度，让我们对自己为
什么干、干什么、怎么干有了更加清晰
的认识。”

中部战区空军某基地老战士报告团军地巡回宣讲十九大精神

亲历式教育有深度有温度

无缘驾驭战鹰，不能操纵战车，选
择油料化验工作便意味着一身油污默
默无闻，但我从不后悔。

入伍后，我就被推荐去油料训练大
队学习油料化验，至今已经从事这项工
作16年。今年上半年，我作为油料质量
监督组组长参加朱日和沙场阅兵保障任
务，负责对地面装备进行“验血”。检测
中我发现上百台车辆油箱不达标，面对
参阅官兵的质疑，我和战友拿出标准数
据、公布检测结果、一一耐心答复……最
终解决了难题。阅兵当天，虽然没能出
现在镜头前，但看到受阅装备一辆接一
辆威风凛凛地驶过主席台时，镜头外的
我一样骄傲。

作为油料化验员，我和战友习惯了
隐身幕后，习惯了两手油污，见到装备
车辆会下意识地想凑上去瞅一眼油耗，
见到镜头却会不自觉地躲开。

我知道，家人并不在乎我是否能出
现在电视上，他们更希望我陪在他们身
边。还记得 2014年 5月，得知上级要对
化验室进行评比验收，我只能丢下即将

分娩的妻子，提前投入工作。连续奋战
12个昼夜，最终单位获评“油料监督管
理正规化建设二级单位”。参加验收的
上级工作组专家现场评价：“一个部队
的化验室能有这样的标准，化验员能有
这么高的素质，不简单。”

油料化验确实不容易，不仅考验
技能，更考验毅力。记得刚刚担任油
料化验员时，常常要在化验室连续工
作五六个小时，忍受油料挥发带来的
身体不适；有的油品检测，需要时刻
进行观察调整，直到得出满意结果；
胶质训练时需要使用明火燃烧，浓烟
往鼻孔、口腔中窜，常常呛得我眼泪
直流……

16年来，我在油料化验员岗位上，
共检验油料品种一千多个批次，完成了
3万余个化验项目，练就了油料化验、
油品检测过硬专业技能，实现了保障体
系部队油料供应“零差错”。同时我也
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军旅格言：争
当强军先锋，甘做幕后英雄！

（孟德仲、李辉整理）

争当强军先锋，甘做幕后英雄
■某综合仓库四级军士长 赵涛涛

本报讯 王冬、甘兆楠报道：“1元、
1角、2角……共 1元 4角，一分不少！”11
月下旬，第 72集团军某旅炮兵营 3名党
员，拿着准备好的零钱，主动找到党小组
长曲国宁，把原来没有交足的党费悉数
交清。自此，一段交纳党费能不能“去
零头”的争论终于尘埃落定。

事情还得从几天前那次交纳党费
说起。该连第一党小组一名党员得知自
己 11月份需要交纳党费 15.2元，便直接
拿着 15元找到曲国宁说：“手上没有零

钱，我看零头就算了。”而曲国宁也见怪
不怪地收了。

岂料，这一幕被营教导员梅杲撞
见。面对教导员的批评，曲国宁这样解
释：为方便起见，有的人交纳党费时选
择多交凑整，有的人则觉得少一点无所
谓，干脆零头不交，而这一多一少基本
上也能够保证党费总体足额。
“在党费交纳上打折扣，反映的是党

性观念弱化。”进一步调查了解，梅杲发
现，类似情况在该营其他连队也存在。

为此，他们在全营广泛开展党性修养自
查自纠活动，对照党章查不足，对照党规
查短板，先后查找梳理出诸如党费交纳
不足额、不主动、不及时等10余个问题。

针对相关问题，他们随即出台刚
性措施，要求把党员党费交纳情况在
政工网上“晒”出来，让全营官兵监
督。并定期对党员党费交纳情况进行
检查，对不按规定交党费的党员给予
通报批评，确保党费交纳工作制度化
规范化。

第72集团军某旅炮兵营从细节入手强化党性观念

党费交纳不能“去零取整”

营连日志

大家恳谈

潜望镜

邮箱：jbjccz@126.com

全军政工网网盘：jbjccz

本版投稿方式：

立起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新训篇④

艇长贾佑琛：新兵训练期间实现理
论与实操的有效结合，有助于他们快速

熟悉潜艇装备，降低训练风险，提升

装备使用率，早日实现人装合一。

作战长沈磊：基地化训练“再升
级”，使新兵下部队后能够更快完成向合

格艇员的转变，也减轻了部分专业骨干

的带教任务，保证了艇队战斗力建设平

稳推进。

电工技师潘远平：担任兼职教员
期间，我能够提前与新兵们近距离接

触，帮助他们熟悉潜艇，同时了解他

们的学习情况，为部队下一步补短补

弱训练提供针对性建议。

柴油机班班长赵宏艢：新兵下连
时已经是“半成品”，甚至是“成

品”，我们骨干接手后，能够将更多精

力投入到提高实际操作能力和技战术

训练中，帮助他们尽快练就独立值更

能力。

电工兵陈迪龙：在新兵训练期间，
我已经对潜艇部队有了初步了解。真正

走上岗位时，我几乎没有什么陌生感，

适应期非常短，对胜任岗位很有信心。

新闻观察哨

士兵格言

11月下旬，武警广东边防总队组织2017

年入警大学生授衔仪式，312名入警大学生被

授予学员警衔，完成了从一名地方青年向“准

警官”的转变。

郑育锋、张翼翔摄影报道

授衔啦！

元喆翰绘

刚下连队的上等兵，竟被厂家邀
请成为座上宾。11月中旬，记者来到
海军东海舰队某潜艇支队采访，听说
了这样一桩新鲜事。

在一次潜艇柴油机管路检修中，
厂方工人发现部分指标始终无法达
标。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刚下连的
战士孟森植提出更换探头的建议。工
人们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进行操作，发
现指标竟然全部恢复正常。
“这个小鬼不简单！”和潜艇打了

多年交道的工人听说孟森植才下连不
久，惊讶不已：一个刚下艇的上等兵
竟有如此丰富的理论知识。一番交流
后，他们决定邀请这个“理论达人”
讲一课。

该支队领导介绍说，潜艇部队新
兵培养主要依托海军潜艇学院实行
“3+N”模式的基地化训练，即 3个月
新兵训练、5个多月专业学习，再加上
支队特殊艇型的针对性训练，至少到
第二年才能完成全部新训内容，有的
新战士上岗时已是上等兵。

近年来，海军一直探索如何在新
兵基地化训练基础上，进一步拉近院
校与部队的距离，实现培训与岗位的
无缝对接。孟森植成了幸运儿，在新
训期赶上新兵基地化训练“再升级”，
大量一线潜艇部队的专业骨干加入教

员队伍，讲授的专业理论更加贴近部
队实际。

一次柴油机专业课上，孟森植发
现讲台上站着的教员是一位二级军士
长。后来，孟森植得知他是某潜艇支
队柴油机技师余长学，也是新训基地
特邀的柴油机专业兼职教员。

孟森植打了一个比方，柴油机如同
人的心脏，院校的专业教员侧重于讲解
“心脏”的结构、原理等，而余长学着
重讲解“心脏”怎么和“肺”“肝脏”
等其它“器官”协调工作，很有实践性
和指导性。透过余技师的授课，孟森植
似乎闻到潜艇里的浓浓战味。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基地化训练
中，有 30余名像余长学这样来自一线
部队的专业骨干担任兼职教员。他们
走上讲台参与授课、组织研讨，进一
步提高了新兵实际操作能力。
“院校教员教学重原理，部队骨干

带教重操作，兼职教员的作用就是搭
建起部队与院校的桥梁。”某艇副机电
长李宏告诉记者，以往因为缺少这根
纽带，一些新兵只能机械地记忆操作
流程，最终变成只会按按钮的机械
手。此前，一名新上任的技师在艇员
核心能力考核中，虽然理论知识过了
关，实操却亮了红灯。

与兼职教员进课堂类似，孟森植

认为走出院校大门、走进不同潜艇部
队实习见学，同样让他受益匪浅。

基地化训练期间，他和其他新兵
被安排到多个潜艇单位见习，与部队
一线官兵共同工作训练，近距离了解
不同武器装备。孟森植欣喜地说：“经
过实习见学，我的理论知识与一线战
位真正结合了起来，到部队后肯定能
快速上手操作。”
“耳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孟

森植举了一个例子：见习前，他始终
无法理解如何操作两个阀门就能满足
潜艇水下、水面、半潜 3种状态。当
自己在某潜艇实际摸爬柴油机管路、
操作机械设备后，终于明白了操作原
理和技巧。

让孟森植更为惊喜的是，下连后
他所在艇的柴油机技师正是兼职教员
余长学。看到孟森植的快速成长，余
长学深有感触地说：“这一批新兵下部
队后，适应时间大幅缩短，实战能力
迅速提升。实践证明，新兵基地化训
练升级效果显著。”

11月的寒风凛冽刺骨，潜艇内却
是一番热火朝天的训练场面。战位上
的孟森植正娴熟地操控设备、快速记
录数据，不时发出准确而响亮的口令。

而此时，又一批新兵投入到“孟森植
们”已验证过的升级版基地化训练中。

“3＋N”模式打造实战型新兵
■练 伟 本报特约记者 代宗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