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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过后，北部战区空军组织“北疆

行·烽火情”主题采访活动。采访小分

队来到刚刚调整组建的航空兵某部时，

正好赶上他们正在组织“争做靖卫北疆

空天第一卫士”主题演讲比赛。参谋刘

艳超的妻子孔婷婷，作为该部刚刚评选

出的“第一茬人”中的代表，以“投诉老

公”的独特方式，道出了广大军嫂积极克

服困难，无条件支持国防、支持改革、支

持丈夫的家国情怀。现场很多官兵流着

眼泪听完了演讲，台下很多军嫂也表示：

“讲述的就像自己的故事，我们为能成为

新单位的第一茬军嫂而自豪！”现将她的

演讲稿与读者分享，让更多读者感悟新

时代军嫂的平凡与伟大。

刘汉宝、本报特约记者田旭辉整理

推荐

各位战友、各位姐妹：
我叫孔婷婷，是参谋刘艳超的妻

子。这次来参加演讲比赛，大家一定以
为我是来歌颂爱情的吧？不！我是来
“投诉”的，“投诉”我的丈夫刘艳超！因
为结婚后我发现，他根本就是个“骗
子”！（此处有笑声）

我俩是高中同学，当时他本可以考
取名牌大学，可他却报考了国防科大，成
了一名军人。大学入学后不久，他就穿
着军装向我表白，说要一辈子对我好，还
像模像样地给我敬了个军礼。我当时觉
得那身军装真帅，瞬间开启“花痴”模式，
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恋爱时，他对我真好。我体寒手脚

凉，每次难得的假期见面时，他都心疼地
捧着我的手哈热气给我取暖；逛街时他
都让我走在他右边，说这样安全；喝粥时
他会耐心地吹凉了再给我喝……那时我
觉得，这世上不会再有人比他对我更好
了，我想跟他在一起，永远不分离！

可我今天要“投诉”的第一条，就是
他曾跟我许下的“随军后就不再分离”的
诺言！2010年，他毕业后分配的单位驻
地在一座边境小城。为了爱情，我毫不
迟疑地跟了过去。初到边城那年，我一
个人在外边租房住。有天半夜，睡梦中
的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哆哆嗦嗦地拿
起手机给他打电话，最终砸门的人意识
到走错了楼层，就骂骂咧咧地上了楼。
惊魂未定的我哭着让他快些回来，可他
却说“今天留营走不开！”那时我才知道，
同在一座城，也是难得一聚首，“不分离”
有多难！

我还要“投诉”他“一辈子把我宠成
公主”的承诺。大学时我曾跟闺蜜开玩
笑，说毕业后想过稳定安逸的生活，被人
保护疼爱，“当大哥的女人”。可当我再
次追随他去那座陌生的军营后，我却活
成了闺蜜心中的“大哥”。就在我的工作
有了起色、准备升职加薪时，因为军队改
革，一纸调令又把他调到了呼伦贝尔大
草原深处的空军某部。那天，他满含愧
疚地给我做思想工作。他爱着我，更爱
着部队，我不想让他为难，就说：“你去
吧，我收拾一下随后就去！”他收拾收拾
行李，当天就随部队出发了。只是苦了
我，当时怀着几个月的身孕，一个人办好
辞职、退房、打包邮寄物品等事项。随

后，拖着皮箱跟到他的新单位，再次开始
了我的随军生活。

这些都还不算，我老公撒过的最大
的“谎”就是“永远只爱我一个人”！可自
从他当了连长，他就“移情别恋”了，近在
咫尺的家一周只回来一两次。我假装
“吃醋”地说：“你现在好像更爱你的指导
员，更爱你的兵呀。”谁知，老公居然傻呵
呵地跟我解释，让我别瞎说，还说他们是
纯洁的战友关系！终于有一次，我的抱
怨把他惹急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让我
收拾一下，说要带我和孩子去执勤小点
儿溜达溜达。

我以为他是良心发现，要带我们去
散心。从大院出发，坐了半个多小时的
车，又步行了好一段路，我们才到了老公
口中的“小点儿”。一下车，我就被眼前
的景象惊呆了：茫茫草原深处，一座孤独
的院落，三名战士，两条狗，是我所能看
见的全部，就跟《士兵突击》里许三多呆
的那个“草原五班”无异！战士们一看见
我就兴奋地跑过来，“嫂子好、嫂子好”叫
个不停。老公说：“看见没有，你这个陌
生面孔在他们眼里多稀罕！”

走进小院，地上放着战士们刚捡回
来的大石头，他们正在用红色油漆往上
面写字。我问他们想写点什么呀，一个
战士红着脸说：“责任，担当。”我顿时鼻
子一酸，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他们首先
想到的居然是责任和担当！整个上午，
老公带着儿子，和几名战士忙活着往石
头上刻字写字，他一边描一边大声念着
“责任”“担当”教儿子识字。看着那几名
年轻的战士，再看着茫茫草原，我一下子

明白了老公口中的“责任”“担当”的意
义，我还有什么理由去埋怨呢？就为了
这一声“嫂子”，为了鲜红的“责任、担当”
四个大字，再苦再难我都不怕！

经常有人问我，嫁给军人，一个人带
孩子、照顾家庭，付出了这么多，值得吗？
这时候，我总会坚定地告诉他们——值
得！我不知道如果当初放弃和老公的
这段爱情，现在的我会过上什么样的生
活，但我知道自己这辈子做过最骄傲、
最自豪的事就是嫁给了我的丈夫，成为
一名军嫂。我知道近两年因为部队改
革，很多军嫂都要跟我一样独自面对一
大堆现实问题，尤其是咱们部队刚刚组
建，一切都从零开始，条件艰苦，驻地自
然环境恶劣，但我看到所有的军嫂们都
在默默奉献着、坚持着，没有丝毫怨言，
只有一如既往的支持与理解。因为我
们的男人都是这个北疆劲旅的第一茬
创业者，我们是北疆劲旅的第一茬军
嫂！

战友们，你们可能尚未建立丰功伟
绩，可能还只是千千万万默默驻守边关
的普通一兵，但在我们眼里，没有谁比身
着军装的你们更帅气、更阳光、更男人！
在强军征途上，我们军嫂也和你们一样，
爱着脚下的热土，爱着浴火重生的军队，
爱着伟大的祖国！军人，是你们的职业，
也是我们的荣光！

（题图设计：刘 程）

“怨声”几多，情深几许
——听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一名军嫂讲述她和他的故事

“签订责任书，为的是让大家提高
安全意识，做好自身防范，但我们班长
骨干也该做好监督管理工作，不能把
‘责任书’当成‘免责单’！”

刚过完元旦，我就在全营组织的
“如何认识责任书”讨论交流会上说
出了自己的想法，得到大家一致认
可。

别看我现在“看得准”，几天前我
可还有些“拎不清”。就在不久前的元
旦小长假里，军务部门对我连官兵的
手机使用情况进行了检查。一开始我
还信心满满：抽查前我刚刚组织全班
战友签订了安全保密责任书，这次保
密检查肯定没问题！

可还没等我高兴多久，我就看到

班里新战士张正东的手机被纠察同志
拿到了连长田野的手里。随着连长在
登记簿上签下字，我的心也随之掉进
了“冰窟窿”。
“你们班啥情况？上级刚刚下发

了保密细则给大家对照检查，为啥你
班里的同志手机里还有涉军照片？”队
伍一解散，连长就把我叫到了连部。

面对连长的诘问，我自知理亏，却
还是忍不住辩解：“大家都签了安全保
密责任书，现在他自己出了问题怎么
能怪到我头上？”
“签了责任书就说明工作做好

了？那大家都签了责任书，出了问题
我还不一样要在营里做检查？”连长
的一句反问让本来就心虚的我越发

羞愧。“江班长，你仔细想想，你作为
班长，全班人都听你的，出了问题能
说没责任？签订责任书是明确责任，
该做什么、什么能做、做到什么程
度，但不能代替实际完成，这就需要
在工作中接受指导、督促、检查，把
责任书的要求落实好，这也就是班
长骨干的责任，不能出了问题全都推
给班里的同志。”

连长的开导让我对“责任书”有了
新的认识。回到班里之后，我主动向
张正东承认了自己工作上的失误，并
恳请他和我一起改正，还请他做班里
的小监督员，时刻提醒我这个班长履
职尽责。

（张 涛、刘 程整理）

战士的“责任书”不是骨干的“免责单”
■新疆军区某机步团高炮连中士 江结辉

我曾经在连队里做过调查，不少官
兵都是某款手机游戏的玩家。这当然
和游戏公司成功的设计和推广有关，全
国该款手游玩家超过 2亿，覆盖了一多
半青年人口，军营当然不可能“免疫”。
战士们入伍前互不相识，来到部队需要
建立新的社交圈，而手游无形中成为来
自天南海北的年轻人的“共同语言”。
从这个角度看，手游的确满足了基层官
兵的休闲需求，甚至成了官兵之间的
“黏合剂”。

“王者荣耀”带不来

真正的荣耀

“王者荣耀”能带来战士们渴望的
荣耀吗？就我日常观察，抛开成瘾性、
刺激性、花销大等问题，手游最大的问
题是占据了战士太多的精神生活空间，
以至于使其他的学习规划失去了生长
空间。

比如说，有的战士觉得训练太苦
太累，自己怎么干也不是当“尖子”的
料，还不如玩手游升级容易，过程既刺
激又愉快；又比如被批评了，心里不舒
服，开一局手游减减压……这是部分
喜爱手游官兵的真实写照。反过来
说，在手游的虚拟世界中满足精神需
求，也会影响军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认
同感和存在感。

这说明，对手游一禁了之，绝不会
万事大吉，因为问题的核心不是如何让
战士放下手机，而是让他们明白应该在
现实中拿起什么。

对此，我首先从一个手游玩家的
角度自我反思——我对着手机意犹未
尽的时候，是什么驱使我放下游戏，
把时间用于学习和锻炼？除了繁重的
日常工作压力外，还有两个因素起了
决定性作用：明确的发展目标、丰富
的学习资料。

作为自愿从军的青年干部，我对自
己未来的军旅生涯有着明确的规划和
美好的向往。作为军校毕业生，我有足
够的渠道获取学习的资料。所以，时间
对我而言，可以用来“交换”美好而明确
的未来，游戏只能是消遣。

但在许多战士看来，情况并非如
此。我和战士们谈心，他们普遍反映：
在训练之余，属于自己的时间短暂又破
碎，既难以利用，也缺乏合适的学习资
料，更没有人主动组织教学活动。所
以，每当他们尝试着坐下来学习，总是
不能说服自己坚持下去，听到战友招呼
打手游的声音，忍不住就玩去了；另一
方面看，战士们普遍有学习“充电”的愿
望。因为大多数士兵一旦退伍转业，也
要为未来考虑。

所以，年轻士兵们对未来焦虑又迷
茫。

针对这种局面，我从基层带兵人
的角度做了一点尝试。去年，我在交
流中发现，连队很多战士希望将来前
往大中城市从事商贸工作。因此我决
定利用自己掌握的技能，教战士们制
作幻灯片 （PPT），帮助他们掌握展
示商业计划的基础能力。虽然教学内
容并不深，但我希望这有助于战士们
重建学习习惯，愿意放下游戏，关心
现实中的未来。

虽然一共只上了四节课，但从第
一节课的寥寥几名战士，到第二节课
出现 20 多位听众并认真记下笔记，
再到第三节课几乎全连都主动来听，
不少战士课后还上网购买相关书籍进
一步学习，直到最后一课“掏空”了
我所有的幻灯片制作技巧，我发现大
家都有学习实用技能的渴求，之后连
队的游戏玩家有所减少，去学习室的
战士明显增加。

受到这次成功尝试的鼓舞，我决定
调查战士们的需求，继续开展类似的授
课，还试着邀请本连和兄弟单位各方面
的“能人”，依次来给战士们上课。

老传统难以满足官

兵的成长新需求

其实，给基层士兵授课是我军的
优良传统之一。红军时期，虽然物质
条件简陋，战士们却享有远超出时代
水平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教育。埃德
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记录
了红军士兵一天的活动，8小时的授
课时间中包括 2个小时军事训练，2个
小时体育训练，2 个小时文化教育，
以及 2个小时的政治教育。这极大地

吸引了当时的年轻人参军，也成功地
塑造了红军战士的思想，让革命军队
兼顾了“大学校”的身份。

红军时期的一些做法，至今在我
们的军队里沿用。比如连队设活动
室、图书室，各级单位组织体育活
动，集体行动要唱歌等等。但值得思
考的是，为什么这些传统做法，如今
很难抵御手游的诱惑呢？

答案是社会和军队都在变。十九
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了新时代，这既是国家的新时
代，也是广大青年的新时代。我们
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部队的兵员
结构和年龄层次相较过去发生了根
本性变化，曾经行之有效的做法现
在很难“包打全场”。现在的战士大
多入伍前已经过上了现代化生活，
“见世面”“学本领”的积极性不如
从前，一旦体会到部队紧张的工作
生活节奏和高强度的训练，他们本
能地倾向于在休息时间玩游戏，去
释放压力而不是学习“充电”。

当然，部队作为一个锤炼心智品
行的“大熔炉”，依然有“火热”的温
度，还是有很多战士抱着锻炼自己的
目的进入部队。但是，简单的音乐、
体育、阅读等活动已远远不能满足新
一代战士的成长需要，也不能支撑他
们的精神生活，这才有了手游泛滥的
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游戏禁令只是
扬汤止沸，给战士提供有生命力的
文化生活和学习指引才是正确之
道。新时代的政治工作要想胜过手
游，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克服墨守成
规的惰性，用与时俱进的精神套餐锻
造现代化军队。只要做到这一点，手
机游戏“侵占”官兵生活的比例就会
自然降低，军营这座“大学校”里的
学习阵地才能得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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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一查基层纠“四风”的“死角”
习主席强调：“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几年来，一些“四风”问题虽然在面上有所好转，但在

基层日常工作生活中却留有一些“死角”，影响到官兵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军队的作风建设。在这里，我们通过不同的

形式让基层官兵来吐吐槽、曝曝光，共同探讨如何防止“四风”问题继续发生。

“不是炊事班故意让大家天天吃
西红柿，只是之前为了让连队菜地
更好看，都种上了西红柿，结果收得
太多，不吃肯定就坏掉了。”当旅年
终检查督导组的郑组长询问我近段
时间发生的“西红柿事件”时，我本
想找个借口搪塞一下，可是一想到
炊事班里堆积的西红柿，就一咬牙
和盘托出。

这事还得从去年年中的一次后勤
建设情况检查说起。检查中我们连队
因菜地管理标准不高受到检查组批
评，并在旅队的周交班会上进行了通
报。为了能在下次检查时“扭转局
面”，连队拿出了一套迎检“专项措
施”——要想迎检不挨批，菜地漂亮是
关键。随后，连队主官大会小会都把
菜地作为重点问题提出，明确指出哪

个班的菜地搞不好，捅了娄子，就找哪
个班“算账”。

当时，连长还为“专项措施”制定
了一套实施标准：必须批量种植西红
柿、白菜等产量大、长势好、“视觉效
果”明显的蔬菜，菜地垄沟及边角必须
平整划一，同时还把各班菜地建设情
况纳入班级周量化评比，对整治维护
“不达标”的班级进行批评。

为此，我们炊事班除了日常伙食
保障和学习教育外，几乎把所有空余
时间都“奉献”给了菜地。通过几个月
的努力，整齐划一的菜地里结满了西
红柿，也很具有观赏性，但批量种植带
来收获过剩，让西红柿“供大于求”。
为了不浪费我们只能每天变着花样给
大家做各类西红柿菜肴，那段时间饭
桌上简直成了“西红柿宴”，难免引来

战友们吐槽。
“规范菜地建设是要结合官兵

需求种出高质量的蔬菜，不能成为
‘面子工程’，更不能成为官兵的负
担。接下来要立即整改，剩余的大
量西红柿我会联系其他营连进行分
担。”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郑组
长立即召集全连官兵开了会，对连
队进行了严厉批评，但也解决了实
际问题。

不久，一份《关于基层开展农副业
生产工作的规定》下发到连队，明确指
出农副业生产要从官兵需求出发，让
官兵满意。征求过连队战友的意见
后，我们在菜地里新种了多种大家喜
欢吃的蔬菜，官兵们种菜的热情也是
“噌噌噌”往上涨。

（赵唯杰整理）

“漂亮”的菜地种出“难吃”的菜
■南部战区陆军某部炊事班班长 王振兵

连队门口夜点名，轮流上台竞讲评。

老生常谈四季歌，空话套话没人听。

张城玮/配诗

小组强健堡垒固，查其良莠看记录。

为了迎检编抄补，本本主义引歧途。

王 鹏/配诗

谈心记录笔墨多，心里话儿无人说。

迎检推责走形式，造假补填累身心。

左梦豪/配诗

漫画：张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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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最亲密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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