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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波次‘进攻’，一排先上，三排
全力生产‘弹药’，二排负责运送‘弹
药 ’，保 护‘ 兵 工 厂 ’和‘ 后 勤 补 给
线’……”

乍一听，这份由四连指导员陈增下
达的“战斗命令”，颇有点另类。其实，
这是他们营特色室外活动的开场戏：打
雪仗。陈指导员正在进行“战前兵力部
署”呢！

1月 4日，一场久违的大雪让第 83
集团军某旅合成二营的官兵兴奋不已，
积雪深度超过 20厘米的操场成为开展
特色活动的绝佳场所。

当天，在以“军人血性”为题进行完
教育授课后，教导员夏锦决定用一场雪
地活动深化教育效果。

官兵打雪仗，那可不同于一般的套
路。这不，从陈指导员下达的“战斗命
令”就能看出，打雪仗也得有“战术”。
“战斗”如期打响，久未见雪的战士

们撒欢地奔向“敌军”，整个操场瞬间热
闹非凡。放眼望去，一轮轮对攻、防御、
突袭轮番上演，“冲锋声”“厮杀声”四处
响起，白茫茫的“硝烟”弥漫，无数发“炮
弹”在空中“飞舞”……

尽管对手火力连的兵力数量占优，
但四连官兵毫不畏惧。因为“战术”布
置得当，四连慢慢占据主动，颇有一副
一口气将“敌人”拿下的阵势。

眼看局势不妙，火力连连长李磊一
边懊恼自己“战术”布置不合理，一边迅
速把部队调整为防御阵型——先防下
“敌军”的这波猛烈进攻，然后伺机反击。

操场另一边，六连和装甲突击连
的“战斗”也是相当激烈。六连列兵郑
杰家在福建，入伍前从未见过下雪。
昨天他还沉浸在双脚踩在雪地上发出
的“咯吱”声中，此时也是勇猛无比。
虽然早已被“敌人”抛来的无数雪球击
中挂了一身雪，但小郑仍是兴奋不已、

斗志不减。
“嘟……”随着一声哨声响起，一场

鏖战暂时告一段落。“参战”官兵浑身是
雪，但头顶已经冒起白气。

大家哈哈笑着互相拍拍身上的雪
沫，一场“雪中争霸”即将上演，长度均
为 100 米的雪地低姿匍匐和雪地滚轮
胎，正等待精兵强将的挑战。

六连和装甲突击连在刚才的打雪
仗中“鏖战”半小时，依然不分胜负，这
次在雪地低姿匍匐比赛中又成了对

手。两个连的官兵都憋着一股劲儿
呢。装甲突击连派出的是多次参加比
武的老班长，中士詹文超；而六连则派
出连队“新生代猛将”，下士苏二虎。

一声令下，两名战士“唰”地蹿了出
去。“加油！”“快！快！”“靠右靠右，别歪
了”……在两人旁边，战友的加油声、呐
喊声此起彼伏，那劲头，比自己参赛都
要激动。

不过，在这么厚的积雪上爬战术还
真不容易。“老司机”詹文超也是第一次

在雪地进行低姿匍匐，虽然姿势还是那
么标准，前进中却有点“打滑”。

再看苏二虎，真是应了名字中那一
个“虎”字，在雪地里扑腾起来跟小马达
似的。没多长时间，就超过詹文超两个
身位。

但军人的字典里从来没有“放弃”
二字。只见詹文超快速调整，努力适应
雪地、寻找感觉，一点点追了上来。

最终，二人同时过线，两支连队再
次打成平手，两个连的官兵蜂拥着将两
人抛向空中。
“同志们，跟我来！”两项比赛一结

束，教导员夏锦大吼一声，随即脱光自
己的上衣。原来，整场活动还有最后一
个抗寒训练环节：雪浴。

紧接着，各连干部也大吼一声脱掉
上衣，带头捧起地上的雪团给自己“搓
澡”！
“ 我 也 来 ！”“ 看 我 的 六 块 腹

肌！”……一时间，受现场气氛感染，战士
们纷纷大吼一声后勇敢地脱光了上衣。

此时，室外气温已经降至零下，但
大家都没有半点畏难。赤裸上身雪地
匍匐、雪地前扑、雪地打滚、雪中“搓
澡”……大家一边不断大吼着，一边变
换着花样跟冰雪进行亲密接触。

天寒地冻，看着大家嗷嗷叫的劲
头，教导员夏锦的内心却是暖洋洋的：
天降大雪，快乐练兵正当时！

左图：二营官兵雪中开展特色活

动。 郑彦基摄

制图：高旭尧

雪地里的战士嗷嗷叫！
■王利兵 郑彦基

批评·自我批评

前段时间部队营建施工改造，修理

工间暖气管道受冻损坏严重，无法正常

供暖。修理管道这项“大工程”激起了

班里战友尝试新事物的兴趣，每个人都

给自己定了新岗位：管钳工、套丝工、暖

气片安装工、管路设计师……

受空间限制，地下管道得靠“焊工”

盲焊尝试接通。呲啦，管道断裂，热水

涌出；叮咚，套丝失败；咯噔，锈蚀钢管

被拧断了。再加上工具的碰撞声，一时

间工间像是有一首“交响乐”在回荡。

在失败中寻找新方法，在遇挫中

解决新问题，一次次的尝试让我们乐

此不疲。虽然差点耗尽“洪荒之力”，

但暖气工程终于完美收工，成功的喜

悦充盈心头。大家边收拾边讨论，总

结出一个道理：遇到难题，敢于尝试，

乐趣多多。

的确，不去尝试就不会有收获，没

有收获何论成败，自然也就体会不到这

份带着挑战性的快乐。莱特兄弟在发

明飞机的尝试中体会到了飞翔的快乐，

爱迪生在上千种发明尝试中尝到了创

造的乐趣……在尝试中不断锤炼自己，

在不懈努力中体验挑战自己、迈向成功

的快乐，前进的动力更足、创造奇迹的

可能性更大。

部队生活亦是如此，在工作、生活

和训练中如果多一点尝试，也许会有更

多的思路和乐趣，进而会取得更大的进

步。

单调的训练，尝试换种新方法，会

给你不一样的训练激情。繁忙的工作，

尝试换种新思路，可能就会让工作更加

高效。严肃的思想教育，尝试换种新方

式，教育也能变得有趣。艰苦的驻训生

活，尝试换种新眼光，你会发现野外的

另一种美好。

敢于尝试，总会带来惊喜。即使没

有成功，也能在过程中获取知识，感受

快乐。

生活中的快乐有很多，小到博你一

笑，大到让你幸福感爆棚，每一种快乐

都是不同的体验。这份尝试的快乐便

是源于成长，源于收获，源于对新事物

的感知和探索。

当下新年度训练已经全面展开，

需要我们去尝试、去挑战的事情有很

多。新战友也正好可以把“第二适应

期”，当作“挑战上升期”。亲爱的战友

们，多些积极主动，勇敢地去尝试吧。

快乐和成长的滋味，都在那一次次尝

试中。

多点尝试 多点乐趣
■李 康 王远星

西汉王朝延续了 210年后，股权发
生了剧变，新任董事长叫王莽，国号为
“新”。

王莽最大的贡献，可能是系统地
搞了“禅让制”，从此除了元、清，各个
王朝更迭，大多在血雨腥风后，都含情
脉脉地搞起了禅让，合理合法。但他
治国本领实在一塌糊涂，外交主要靠
取外号，把匈奴改为下奴，高句丽改为
下句丽；内政上更是民不聊生，各地义
军风起云涌。

这其中，有一支山东义军把眉毛
染成了红色，便是“赤眉军”。其首领
名叫樊崇，生年不详，纯农民出身，虽
目不识丁，却叱咤风云。

赤眉军最大的特色，正如樊崇本
人一样，完全保持贫苦农民本色。官
兵待遇没有差别，为了便于打仗指挥，
高级首领称“三老”，中级首领称“从

事”，下级首领称“卒吏”，士卒之间互
相称“巨人”，一切平等。由于赤眉军
战斗力极为强悍，新朝不得不以主力
来对付。

樊崇作战，常常示敌以弱、绵里藏
针、一举歼灭。面对新朝精兵来袭，他
有意避开兵锋，待敌人转战各地疲惫
懈怠时，才突然集中兵力，给予歼灭性
回击，新朝太师景尚所率部队全部被
歼灭。

成昌战役中，新朝出动 10万精兵
气势汹汹扑来，在无盐城屠杀义军万
余人。樊崇当时手头只有 3万人，他拒
绝了部下怒而兴兵报仇的建议，反倒
极其冷静，通过侦查掌握敌人动向，在
有利地形设下伏兵，一举将敌人击破，
进而再回击无盐城守敌。最终，全歼
新朝 10万大军。战后，新朝再派 30万
大军围堵赤眉军，导致顾头失尾，被南
方的绿林军攻下长安。

此时樊崇麾下的赤眉军已势不可
挡。3 年后，他率数十万军队攻占长
安，拥立牧童刘盆子为皇帝，也定国号
为“汉”，军功达到辉煌的顶点。

最大的优点，往往容易成为最大

的弱点。
樊崇极力维护义军的纯农民血

统，政权里的大臣都由群众推荐产生，
不愿吸纳地主豪强阶级参与，连最基
本的“统一战线”都不搞，巩固根据地
更是不会。比如丞相徐宣，只是略通
《周易》的监狱小吏。

“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
军队”，赤眉军在发展路线方针等战略
层面是严重不足乃至拙劣的，导致部
队严重缺粮，再加上山东义军恋家、思
乡的特性，最后不得不引军回山东。

东归途中，光武帝刘秀已经设下
重重埋伏。尽管樊崇指挥赤眉军依旧
打了几个胜仗，但最终兵乏粮尽。为
保存部下性命，樊崇率 10万余众投降
刘秀，后为刘秀所杀。

樊崇以一穷二白布衣之身，凭一腔
热血，以一己之力，硬生生一飞冲天，功
业一时无双。仅凭他将纯粹的农民起
义推向如此高度，便可位名将之列。

然而，樊崇有武功、无文略，不用
士人、鄙视文化，即使有滔天之力，也
难成奔涌大河，终究落得令人痛心的
悲剧结局。

“热血赤眉”樊崇
■杨正龙

●新兵站军姿，连长问大家：“冷

不冷?”

“冷！”

“好，那就跑两圈活动活动身体，

别感冒了。”

跑完步以后，连长问大家：“热乎

了没?”

“热了！”

“那好，大家再练会军姿吧。”

一会，连长又问：“冷不冷？”

这次，现场一片寂静。

连长：“冷就说嘛，训练这么辛苦，

炊事班熬的姜汤好了，再不喝凉啦。”

众新兵：……

@95982部队 张晓东

●元旦放假，领着孩子到连队与

战士打扑克，可手气实在太差，半小时

不到，脸上就贴满了纸条。与我打对

家的上等兵陈梦阔着急了，满脸悲伤

地说：“首长，你的手太臭了！”坐在一

旁的儿子好奇地问：“爸爸，你咋不洗

手呢？”围观的人笑喷。

@69332部队 周玉明

●“妈，我经常在部队不能陪你，

你买条狗养吧！”

“咱家已经有了一只单身狗了，再

养一只嫌累。”

@夜枫

●是不是北方人，给他扔冰上就

知道了，站那哧溜一下就倒的，南方

人。站那一顿前劈叉后劈叉、左栽愣

右栽愣、最后一个黑熊瞎子打立正又

站稳的，北方人没跑了。

@刘一杭三三

●不要列什么 2018必做的几件

事了，咱们先把欠 2017的补上好么？

@兵小乐

“望梅止渴”
■唐建平

快乐军营

想来“小袁朋友圈”提问、倾
诉？告诉你个好方法：关注“迷彩
TATA”（ID:jfjbshzk）微信号，在
公众号聊天页面直接回复“小袁
朋友圈+留言”，即可将你的发言
送达小袁。

小袁朋友圈

乐 谈

兵 漫

迷彩讲堂

段子手·冷吐槽

“军营段子手”新年度升级为
“段子手·冷吐槽”啦！更多幽默
更多快乐，敬请期待。

亲爱的战友，你身边有没有好
玩的段子？你看过哪些有意思的
冷吐槽？来，统统推荐过来，与懂
你的人共同get笑点才更加快乐！
来稿请注明吐槽出处或原作者，留
下推荐人的通联方式哦。

新年度开训，武警广东总队某部在以捕歼战斗为背景的野营拉练中，下大力做好伙食保障工

作，为沙场练兵的官兵准备丰盛的“野战”大餐——不仅有卤鸡腿、红烧肉、豉汁排骨等“硬菜”，还有

配汤、水果……一道道美味菜肴让官兵们大快朵颐。图为下士陈章翔吃着可口的饭菜，开心地面对

镜头比出“剪刀手”。 李曌阳摄

笑谈古今 学中有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