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1日，我和往常一样担任连队值
日员，不同的是，这次担任连值日员，没
有人再叫我出公差“跑腿”了。

回想去年底的一个周末，我刚上岗没
一会儿，文书向志峰就拿来一叠资料，让我
跑个腿送到营部去。可我在回来的路上却
被纠察叫住，并要以“脱岗”为由进行通报。
“连队离营部也就前后楼 20米的距

离，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看到我被纠
察“纠”了个现行，班里战友愤愤不平，向
志峰也感到难为情。连长徐平平得知此
事后，专门召集大家开了个讨论会。
“连值日员眼里要‘有活’，整理一下

晾衣场，帮文书跑跑腿挺正常，总不能像
个木头桩在那一直站着吧？”讨论会上，
上士郭相鹏的发言引起了不少骨干的共
鸣，他们认为，连值日员是连队的“门
面”，就是要腿脚勤快。
“班长、排长有时叫我帮个忙，我又不

好推脱，可有时的确走不开！”听完我的回

答后，绝大多数义务兵和初级士官表示赞
同。虽然帮文书寄一下信、统计一些物资
器材等都是些“举手之劳”的小事，但也存
在疲于应付的现象，难免“脱岗”。
“把连值日员当作‘万能公差’，恰恰

反映了我们部分骨干对连值日员职责认
识模糊！”徐连长找来《内务条令》，翻到
连值日员职责读道：“看管营房、营具和
设备；维护室内外卫生；纠察军容风纪；
接待来队人员，并负责登记。4项职责
摆在面前，白纸黑字一目了然。”
“连值日员和大家眼中‘跑腿公差’

的形象完全不搭边吧？”徐连长的话让大
家面面相觑，郭班长的脸一下红了起
来。接着，徐连长话锋一转：“连值日员
肩负重任，以后绝不能把连值日员当成
‘万能公差’。”

此事被曝光到政工网后，旅里为规
范连值日员执勤秩序，将职责卡片发到
每个连队的哨台，规定任何人不得给连
值日员加派其他任务，并针对连值日员
注意事项进行了集中示范。

如今，旅里为连值日员减了负，我却
感觉身上的责任更重了。当好连值日
员，我责无旁贷！

（陆 超、陈 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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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连日志

记者探营 全力推进练兵备战·新年度新蓝图④

Mark军营

官兵心愿

不见红旗招展、不闻快板响亮，
只剩急行军时静悄悄的脚步和弥漫其
间的紧张气氛。1月 3日，随队参加新
年度野营拉练行军的武警云南总队某
支队宣保股股长范秋堂，谈起政治工
作实战化这个话题，十分感慨。

得知总队即将组织新年度野营拉
练，去年刚从特勤中队指导员调任股
长岗位的范秋堂便立刻忙碌了起来。
凭着在指导员岗位多年的工作经验，
他列出一张清单，挑灯奋战数个昼
夜，将精心制作的横幅、标语、红旗
下发到每个中队。

冬日的云岭高原，寒风阵阵。站在
蜿蜒的盘山公路上，眺望眼前红旗招展
的队伍，范秋堂心中满是自豪与成就
感。突然，对讲机里传来一条“重磅”消
息：“01，01，我是6206，前方遭遇不明数
量‘蓝军’袭击，6205已经‘牺牲’……”
代号为 6205的支队参谋长竟然“牺牲”
了！原来参谋长在率特勤中队前出侦
察时，由于红色标识过于明显，被蓝军

分队识别继而隐蔽接近实施“斩首”，我
方战斗行动随即宣告失败。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高调

的红旗、标语、横幅看似浓厚了战斗氛
围，却让部队成了‘活靶子’！”复盘会
上，支队党委一班人直指问题靶心，让
列席会议的范秋堂脸上火辣辣的。

打起仗来，政治工作应该如何开
展？“‘谭政报告’指出，不能在我
军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以外再有
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任务。”总队政
委王洪斌的一番话让陷入迷茫的范秋
堂找到了方向。

求胜先求实，打赢先打假。
随后，支队政治工作处组织范秋

堂他们深入基层调研，掐掉多项政治
工作应景式“虚花”，以政治工作
“八个到现场”为准绳，梳理出 30多
个不符合实战标准的问题，并一一对
表制定相应措施，用战斗力标准衡量
政治工作成效。
“这些水泡是一枚枚‘勋章’，见证

着你们一路的成长……”野营拉练途
中，几名新战士因第一次接触拉练，脚
上磨出了水泡而有些沮丧，理论骨干
梁钊广见状，一边给大家挑水泡，一边
给大家加油鼓劲；休息间隙，官兵们自
发“唱战斗歌曲、讲战斗故事”；每名官
兵水壶上都贴有励志心语；文体器材
全部实现箱架化；配发野战流动图书
箱……一处处细节的改变，在潜移默
化中升华军人的血性和虎气。

战场是政治工作的检验场。纵观
野营拉练全程，总队机关前指率该支
队千人百车在盘山公路上静悄悄地行
进，没有了鲜红的标志，却多了一双
双警惕的眼神。一路瓢泼大雨，一路
“蓝军”袭扰，但支队官兵士气不减、
锐气不降，在遭遇“蓝军”围困、多
名指挥员“牺牲”的情况下，立即启
动战时政治工作预案，按照方案重新
调配代理人，并顺利完成捕歼战斗、
通过染毒地带等课目的综合演练，成
功向着下一个演练地域发起冲锋……

掐掉应景式“虚花”
—武警云南总队某支队新年度野营拉练见闻

■本报特约记者 邹清明 通讯员 陈海龙 马艺训

支队政委龚德锋：坚持围绕党
和军队中心任务发挥服务保证作用

是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新的一

年，在全军练兵备战热潮中，作为一

名政治主官，破除政治工作自我设

计、自我循环、自我检验的“怪圈”，

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坚定推进政

治工作实战化，让“生命线”在强军

实践中彰显威力便是我最大的心

愿。

指导员鲁 俊：指导员要说服人，

就必须水平高于人、能力强于人。打

仗插不上手、使不上劲，上了战场就没

有发言权。新的一年里，我要练强本

领，当好战士们生活里的“娘家人”，战

场上的“冲锋号”。

上等兵梁钊广：在这次野营拉练
中，我结合自身经历编撰的强军格言，

鼓舞了战友们的士气，更让我看到了

自己的价值。政治工作就在你我身

边，我们每名官兵都是实践者。新的

一年里，我要加紧理论学习，用理论武

装头脑，为政治工作落地生根贡献力

量。

本 报 讯 郭 发 海 、 熊 振 翔 报
道：两名候选人中，明明卢候树得
票最高，立功名额为啥不给他？元
旦前夕，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步兵二
连爆出一条新闻，在官兵中引起热
议。

笔者了解到，二连在年终总结
前对一年来参加的各项比武竞赛、
训练考核、实战化演习等重大训练
任 务 进 行 梳 理 ， 按 照 成 绩 排 序 公
示。评功评奖时，首先由官兵投票

产生符合条件的候选人，然后按照
军事训练成绩确定立功受奖推荐对
象。
“把立功名额留给精武强能的训练

尖子，就是要树立起训练尖子吃香、
能打胜仗光荣的鲜明激励导向。”二连
干部介绍说，他们依据《军队奖励和
表彰管理规定》，明确把立功受奖指标
向军事训练倾斜，着力引导官兵把主
要心思和精力用在练打仗谋打赢上。

评选中，文书卢候树虽然比班长

熊博多出 3票，但党支部一班人在讨
论中认为，熊博参加团里组织的军
事比武竞赛取得“铁人四项”第一
名，参加“四会”教练员比武取得
战士组第一名，根据评选标准，最
终将熊博确定为推荐对象上报团党
委。

尽管与立功擦肩而过，卢候树却
心服口服：“通过对比，我找到了差
距。来年一定刻苦训练，争做一名过
硬的训练尖子！”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步兵二连树立备战打仗鲜明导向

立功名额没给得票最高的

士兵日记

新兵刚入营，班长就和我们说，当
兵是靠力气“吃饭”的，如果体能练得
好，下连后自会成为“香饽饽”。听了这
话，我心中暗自庆幸。

高中时，我就抱定参军的想法，平
时坚持跑步拉杠练体能，早就练出了一
副好身板。新训 3 个月，我更是自我加
压、刻苦训练，3公里跑成绩冲进了 11分
钟、引体向上拉到 20多个、手榴弹扔出
40多米……就这样，我成为连队“训练
标兵”荣誉榜上的常客。新兵大队总结
表彰时，我更是如愿被评为“优秀新
兵”。

新训结束，我来到班长所在的工兵
连。凭着之前的体能基础，我自信能干
出个样子来。但是下连第二天，我就遇

到一个“下马威”。
连队组织新兵参观连属主战装备，

这一看我就傻眼了，桥车、破障车、冲锋
舟……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应有尽有！
指导员告诉我们，以前都说咱工兵土，
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但那是老思想
了，现在全连大部分人要精通两个以上
专业……

指导员的话让我有点“蒙”。本以为
体能好就能干出一番大事业，可是现在
却要学习装备原理、参数性能、使用操
作等，这让学习成绩不咋地的我有些为
难。

下连遇到“下马威”，一下子让我的
兴奋劲全没了。回到排房，我耷拉着脑
袋：本想下连起跑就领先，现在看来太
傻太天真。同年兵中有好几个大学生，
文化水平比我高很多，我想成为“种子
新兵”的希望看来要破灭了。

班长和我谈心时，我有些伤感地埋

怨班长“骗”了我。他却笑着说，新训打
好体能基础本来就很重要，以前那样
讲，是为了让我安心打基础。接着，他向
我介绍起连队的专业技术能手：四级军
士长李志，入伍前初中文化，现在是挖
掘机金牌教练员；上士施波，下连时学
技术慢，但是加班加点，比别人努力好
几倍，现在是连队数一数二的装甲兼轮
式车辆操作手……班长最后意味深长
地说，这就好比 100米跑，体能好让我起
跑领先，能不能赢还要看后程发力怎么
样！

班长的一番话，让我重新找回了自
信。是啊，起跑我已经领先，没理由不继
续发力，这个“下马威”是一次刺激更是
一种激励。我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杵磨
成针，一遍不懂就学两遍，功夫下到位
了，我一定可以像老班长那样成为“技
术大拿”。

（陈连鑫、周心涵整理）

1月1日 星期一 晴

下连遇到“下马威”
■第72集团军某旅两栖工兵连列兵 王泽生

值班员：武警兵团总队执勤六支队

某中队中队长 吴 浩

讲评时间：1月2日

这段时间，大家在上级组织的基层
正规化管理试点准备工作中，总体表现
得都很认真，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但我发现一个现象，少数同志为
了体现良好的精神风貌，私自在作训
帽顶内固定支撑铁圈、侧面放置硬纸
板。

的确，作训帽材质柔软，稍不注意就
会松垮下去。而经过“加工”的帽子美观
大方，戴在头上确实精神了不少。但同
志们有没有想过，这种做法看似美观方
便，却背离了作训帽本身的功能。作训帽
如此设计，本就是为了便于训练、服务战
斗，在紧急情况下作为防弹头盔的内衬

使用。
私自“改造”作训帽,不仅不符合实

战实训的要求，更是对维护军容风纪的
曲解。这看起来是小问题，实际上是我们
头脑中的形式主义作祟。帽子垮了可以
用手扶正，作风垮了必将导致中队建设
方向的偏移。

这件事情也警醒着我们，类似重好
看轻实战的做法在日常训练中还有不
少，比如：武装五公里越野用背包绳或者
松紧带将武器装具绑在身上；为图轻便
网购与配发的作战靴外观相似的仿制
鞋；为提高快反速度私自将作战背心里
的防弹钢板拆下等。

下一步我们要对类似的问题进行专
项整改，像这种为了追求整齐美观而放
弃实战作用的做法，必须坚决杜绝！

（杨利程、王 博整理）

作训帽里岂可加“铁圈”

值班员讲评

1月上旬，第 77

集团军某旅防空营导

弹连组织了一场别样

的心理行为训练。为

锻炼新兵胆量，建立

生死相依的战友情，

连长潘文琪主动担任

起示范兵，率先躺在

了布满铁钉的吊板下

面。吊板坠落期间，

新兵施玉明需要在松

手的瞬间就再次紧紧

拽住拉绳保护连长。

当新兵们看到连长毫

不犹豫地躺在吊板下

面后，纷纷鼓起勇气

轮流尝试。训练结束

后，潘连长告诉了大

家一个“秘密”：吊板

上其实暗藏“机关”，

即使失手也不会发生

意外！

杨奇帅、李佳豪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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