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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是过敏性皮炎，不要贴身穿
潮湿的衣服。”上个月，看我又一次苦
着脸走进卫生所，军医便给我开了几盒
皮炎平，反复叮嘱注意事项。我苦笑了
一下：穿上干衣服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话从何说起？原来为正规晾衣场
秩序，营里将晾衣场均分为五栏，常
服、迷彩服、体能服、内衣、便装各一
栏，要求严格按照固定标识牌晾晒。然
而，因官兵体能服和内衣换洗频率相对
较高，导致体能服、内衣这两栏总被挤
得满满当当，而常服、便装栏却经常空
空荡荡。

驻地空气湿度大、日照时间短，衣
服本来就难以晾干。挤在一起的体能服
和内衣总是潮乎乎的，对于一般人来说
这可能不算事儿，可对皮肤易过敏的我
来说，贴身穿的衣服稍微潮湿点，就容
易犯皮炎。同年兵给我支了个招：可以
午休时间偷偷地把体能服晾到便装区，
起床前收了就行。
“这违反了营里的晾晒规定，不会

出事吧？”虽然有所担心，但皮肤痒得
难受的我还是决定一试，把湿潮的衣服
晾到了空荡荡的便装区，果然很快就干
了。

然而好景不长。一天午休时间，连
值日员急急忙忙跑到排房叫我：“雷
俊，你闯祸了！”正睡得迷糊的我，听
得一头雾水。“中午营里突击检查正规
化建设，我们连队晾衣场便装区挂了件
体能服，被扣分了。看编号，那件衣服
是你的！”

我一下被惊醒，跳下床铺跑到晾衣

场，体能服果然不见了。起床后，指导
员集合全连官兵，讲评了中午营里检查
情况，并严厉地批评了这种不按规定晾
晒衣服、给连队抹黑的行为。指导员虽
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我的脸上还是火辣
辣的。

解散后，我又被班长狠狠地批了一
顿，个别老兵还说我是连队的“罪
人”。不就想穿个干衣服吗，怎么就成
了连队的“罪人”？越想越委屈，我便
跑去找指导员诉苦。指导员听完后，看
看我红肿的皮肤，皱起了眉头：“事出
有因，错不在你，主要是我们考虑不

周，我向你道歉。你放心，这个问题连
队一定尽快解决。”

当天下午，指导员就把问题反映
到营里。几天之后，全营统一把晾衣
场的固定标识牌改为滑动式的，可以
灵活调整划分区域，让每件衣服都有
机会“吹吹风”。同时，营里还专门制
作了带姓名牌的夹子，不仅避免了衣
服被收错的现象，还能防止衣服被风
吹落。

晾衣场的烦恼解决了，我终于可以
告别那几盒皮炎平了。

（彭乙峰整理）

改了“小规定”，少了“大烦恼”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列兵 雷 俊 本报讯 车东伟、余海波报道：“对

手也太狠了吧，把我们熏得一把鼻涕一
把泪……”刚走出演练场的中士杨超抱
怨道。新年开训后，第 72 集团军某工
化旅依托综合训练场，随机抽组各专业
百余名官兵，展开“红蓝”对抗实兵演
练。演练结束后，像杨超这样的“伤员”
不在少数。

据伪装连平连长介绍，以往的对
抗演练，烟幕释放仅仅是象征性的
“过眼云烟”，释放浓度小、释放点单
一固定，对“战场”造成不了太大影
响。但是今年，他们按照实战化训练
要求，全面研究战场要素、作战协同
指控等多个课目，对地面、空中两种
烟幕释放系统进行反复验证。在准确
掌握战场气象、风向、风速等要素的

基础上，精确计算烟幕释放的面积、
角度、高度等参数，并适量增加浓
度、实施多点随机释放，有效提高了
战场杀伤力。

笔者在现场看到，战斗刚打响几分
钟，一座几十米高的雾墙就“腾空而起”，
蓝方百余名官兵，10余辆侦察、洗消、运
桥车瞬间消失在烟雾中。同时，这突如
其来的烟幕，将红方的无线电传输和干
扰攻击装备全部覆盖，其指令传输系统
被全面致盲。

据旅长陈培云介绍，去年该旅由工
兵、防化和舟桥 3个兵种合并重组而成，
组建伊始旅党委就聚焦练兵备战真抓实
备谋打赢。新年开训，他们已经组织了
好几场实兵对抗演练，切实强化兵种之
间的融合意识。

第72集团军某工化旅真抓实备谋打赢

烟幕释放不再“打酱油”

本报讯 习栋、特约通讯员黄宗兴报
道：新疆军区某防化团驻地大雪纷飞，刚
刚胜利结束长途拉练的一连列兵关重阳
充满自豪。他说磨出 5个血泡后自己本
来坚持不下来，可看到比自己大 20多岁
的团政委在队列中给大家加油鼓劲，瞬
间感觉充满了力量。

小关并不知道，两天来和他并肩战
斗的团政委石贤义原本不在机关拟制的
拉练人员名单中。拉练前，当作训参谋
将此次冬季适应性训练的方案呈送到石
政委的案头时，石政委发现拉练人员名
单中没有他和一些部门领导。
“为什么要给我们搞特殊？”石政委

一句话，把承办的作训参谋问得哑口无
言。随后的任务部署会上，石政委将此

事拿出来让大家讨论，并指出机关列“特
殊名单”的背后，是官僚主义的思想在作
祟，必须狠刹！
“长途拉练别把领导列为局外人！”

会上，团党委不但明确要求在位的部门
以上领导和机关干部全部编入战斗班
排，还对承办此事的相关人员进行了严
肃批评。

团领导与大家一同战风斗雪，极大
地激发了全团官兵的士气。拉练途中，
驻地迎来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暴风
雪，机关和基层没有一人掉队。经过暴
风雪的洗礼，尽管官兵们一个个又冷又
累，但大家的心贴得更近了，嘹亮的歌声
在天山脚下回荡：官爱兵，兵尊干，征途
上共同战风雨……

新疆军区某防化团领导干部带头训

长途拉练没有“局外人”

上周末，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四站
连电教室里，连军人大会正在进行。
“谢谢指导员的批评教育，今后我

一定把精力都放在工作和学习上。”“以
后我再也不会动这种小心思了……”会
上，上士李超和张坤虚心接受了指导员
周健的批评教育，并从指导员手中接过
他们为连队自购用品花费的 156 元和
190元现金。

二人自费为连队购买生活用品一
事，还得从20天前讲起。
“连队最近没有采购，这些新扫帚、

新簸箕从哪儿来的？”一天早晨，周指导
员检查卫生时发现，官兵们打扫卫生使
用的扫帚和簸箕都是崭新的，心里不由

好奇。
经过私下了解，周指导员很快弄清

来龙去脉。原来李超被选晋为上士后，
一直惦记着为连队出点力办点实事，以
此表达对连队的感谢。当他看到连队的
扫帚都有些破损时，便决定自费购买几
把新的。

无独有偶，同一批被选晋为上士
的张坤出于同样的“眼力见儿”，也跑
到营区超市购买了新扫帚，还比李超
多买了几个簸箕。周指导员进一步了
解发现，抱有这种想法的不止李超和
张坤两人。
“战士自掏腰包为连队购置生活用

品，看似小事，其实是对‘个人进步靠什

么’这个问题的理解出了偏差，并带来
不正当的攀比之风，必须坚决刹住！”弄
清事情原委后，周指导员及时找李超和
张坤谈心，在代表连队感谢他们好意的
同时，对他们的做法提出批评。

军人大会上，周指导员结合前期对
官兵身边的“微腐败”“四风”问题的情况
通报，趁热打铁进行随机性教育：“组织
关心战士成长进步是应该的，绝不是图
大家的物质回报！大家把劲儿使在苦练
业务技能上，用在提高飞行保障能力上，
就是对连队最好的回报。”

随后，连队全额给李超和张坤报销
了购买扫帚、簸箕的费用，并明确规定
今后严禁个人私自为连队自费购物。

这种“眼力见儿”不能放任不管
■刘 刚 陈名琳

本报讯 朱翔、孙小龙报道 元旦
前夕，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草海子村
广播喇叭里播出一则喜讯：“‘阿诗
玛’宣讲团来啦！请大家到村口集
合。”放下手头的农活，村民们三五结
队向村口赶去。不一会儿，村口就挤
满了人。

台上明明坐着 5 名女兵，哪里有
“阿诗玛”？村民李远达边鼓掌边笑
着说：“她们就是‘阿诗玛’！”原来，
“阿诗玛”在彝语里寓意为像金子般
美丽的姑娘。第 75 集团军某特战旅
“大学生女兵宣讲团”来村寨宣讲党
的惠民好政策，她们就是村民眼中的

“阿诗玛”。
党的十九大以来，“大学生女兵宣

讲团”的足迹已遍布 3 省 7 市 30 多个
单位，听众达 5 万余人。此次，她们还
与草海子小学结成“互学对子”，邀请
学校师生到连队参观。

女兵们对十九大报告中惠民内
容实打实心贴心的宣讲，打开了村民
们的“话匣子”。大家纷纷拉着女兵
畅谈家乡新变化，描绘美好新生活。
村民王先贵咧开嘴笑着说：“以前我们
这儿是个贫困村，如今政府帮助我们建
起了农家乐。现在游客多了、腰包鼓
了、饭菜香了，我们的日子真是越过越
红火！”

彝寨迎来军营“阿诗玛”

舟桥潜水兵，主要任务是水下救
护、侦察、打捞。作为其中一员，16年来
我的军旅格言从未变过，那就是：工作
潜下去，成绩浮起来。

刚入伍时，由于超重，几乎每次体
能测试我都垫底。为了尽快赶上队伍，
我给自己下了“猛药”：俯卧撑，完成别
人双倍的量；单杠，拉不上去就吊杠；投
弹，练到后来竟在后山坡上砸出个大
坑。功夫不负有心人，新训结束，我所
有考核课目全部合格、4项达到优秀，被
评为“优秀新兵”。

下连后，我被分到潜水班。当穿上
80多公斤重的潜水衣进行潜水训练时，
我才体会到潜水兵的苦。随着班长慢
慢放松保险绳，我渐渐感到耳痛难忍，
还出现头晕胸闷的症状。就在我准备
放弃时，班长的一句“怕就不要当潜水

兵”让我重燃斗志。我屏住呼吸，保持
鼓膜内外气压平衡，一鼓作气潜下 11
米深。

那次经历让我明白，作为潜水兵，
就是要不断挑战自我。从那以后，我用
近乎苛刻的方式对待自己：每次潜水训
练都比别人多坚持一会儿；双手在不同
温度的水中来回切换，准确感知物体，
以练就水下打捞“超强手感”。几年下
来，我竟可以下潜到逼近 60 米深的极
限水平。

如果说前两次经历都是历练，那么
第三次就是检验。一次上级对我所在
单位进行浮桥架设考核。由于紧张，战
友不慎将两根并舟具掉入江中，导致浮
桥两端无法及时合龙。当时风高浪急，
水深 7米多，淤泥也比较深，我没有多
加思索，一跳而下。跃入江中后，眼前

便一片混浊，只能透过镜窗看到一丝光
亮。凭借着平时练就的硬功，我只用了
3分 40秒便完成任务，保证了考核顺利
进行。

作为潜水兵，我们的战场不只限
于演训场。一个冬夜，一辆运输化学
品的货车不慎翻入河中，接到命令
后，我和战友们火速驰援。由于当时
夜已深，水下黑漆漆一片。为了准确
感知河床，我们把手套全部摘掉，在
冰冷的河水中奋战一整晚，最终将全
部铁桶打捞上岸。任务结束后，才发
现手上伤痕累累。

入伍 16年，从最小的匕首，到最大
的货车，我参与打捞的物品不计其数，
也一直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军旅
格言。

（赵 欣、袁德坤整理）

工作潜下去 成绩浮起来
■第73集团军某工化旅潜水班班长 段新利

晾衣场常常是各单位正规化建

设的死角，为此营党委专门出台了

严格按标识牌分类晾晒这一规定。

规定出台后，晾衣场秩序确实好了

很多，但官兵随之而来的抱怨也有

不少：有像雷俊这样衣服挤在一起

晾不干导致皮肤过敏的；有衣服被

风吹落后找不到的；还有制式内衣

袜子晾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的。为

此，个别官兵直言我们的规定是形

式主义。

晾衣场秩序正规与否，体现着

一个单位的作风养成。当年，日本

东京湾防卫司令东乡平八郞参观北

洋舰队时，发现水兵竟在主炮上晾

晒裤子，他便作出了清廷舰队规模

虽盛、却不堪一击的判断。

正规晾衣场秩序这一决定无

可非议，官兵的抱怨也不无道

理，那么问题症结在哪？我深刻

反思，矛盾的根源在于我们出台

规定时，思考不充分，没有多站

在普通一兵的角度考虑问题，导

致落实决定的方式方法出现了

“一刀切”的弊病。

其实，正规和暖心并不矛盾。

作为管理者，在出台规定前，要多

点换位思考，观察再细致一点、考

虑再周到一点、工作再务实一点，

确保部队正规有序的同时，让战士

感受到温暖，这样才能让单位建设

科学发展。

多点换位思考
■ 东 部 战 区 陆 军 某 旅

防化营营长 林添明

营连日志

1月3日，第74集团军某旅新年度训练火热开幕。在武装5

公里越野课目中，“硬骨头六连”上等兵田维胜、杨玺全在最后500

米反超数名对手，包揽前两名。冲过终点后，两人激动地呐喊庆

祝。

王佳寅、李彬摄影报道

赢了！
Mark军营

微观基层“四风”问题⑧

潜望镜

带兵人手记

周 超绘

士兵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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