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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强军论坛
做新时代王杰式的好战士

王杰生前所在部队培育新战士战斗精神系列报道⑦
记者探营

在“临汾旅”担任迎外任务的二
营四连，只有在正式迎外场上 25秒内
20发子弹打出 199环以上的官兵，才
能获得“枪王”称号。

1 月中旬，双胞胎兄弟朱灿荣、
朱灿耀第一次近距离观看“枪王”表
演那一刻，心中百感交集：有走进荣
誉群体的兴奋与喜悦，但更多的是

“一万吨压力”——距离“枪王”差距
还很大，距离留名“枪王路”也还很
远。
“枪王路”就在四连门前，它宽

1.5 米，长不过 10 来米。一茬又一茬
四连战士从这里走过，只有 52人被冠
以“枪王”称号，得以在“枪王路”
留名。

“哇！咱俩如果能在这条路上留个
名，一边一个，肯定很‘拽’！”新兵
入营第一天，哥哥朱灿荣对弟弟朱灿
耀兴奋地说。

然而，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
感。对于哥哥的“信口开河”，弟弟朱
灿耀心里很清楚，别说当“枪王”，眼
下就连当个合格兵都没做到——

入伍前，兄弟俩娇生惯养，扫个
地要找家长讨“小费”，不让打游戏
就甩脸子，受点批评甚至会离家出
走。有一次，弟弟和同学闹矛盾，哥
哥竟找来一伙“兄弟”堵住对方“茬
架”。

初中时，兄弟俩开始练体育，半
途而废后，就不停吃吃吃，体重长长
长；踩着超重的警戒线来到部队后，
两人被子叠得像面包，集合慢半拍，
投弹 25米……兄弟俩的兵之初不仅没
有一点荣耀，而是“360 度无死角溃
败”，“枪王梦”很快就被击得粉碎。

在四连，最大的荣耀是百发百
中，最大的耻辱是射击脱靶。新兵
第一次实弹射击，兄弟俩联袂上演
了最“糗”一幕：哥哥没有找准准
星和觇孔平正关系，弟弟压根没瞄
对靶子，两人“心有灵犀”一起剃
了“光头”。

当梦想照进现实，失望不期而
遇。兄弟俩开始怀疑当初的选择。“如
果没有来当兵，应该还在家打着游
戏，睡着懒觉，唱着歌儿……”朱灿
荣和朱灿耀越想越纠结。

结果，哥哥朱灿荣先“崩溃”
了。去年国庆节前，朱灿荣开始以各
种方式“泡病号”，到医院开病假条逃
避训练，还以母亲生病为由哭着嚷着

要回家，后来干脆坐进排房“罢工”，
谁来劝都不听。
“你不是爱唱歌吗？如果你现在退

伍回家，去参加《中国新歌声》，导师
问你梦想是什么，你怎么回答？”就在
朱灿荣“油盐不进”时，翟龙飞带着
兄弟俩再次来到“枪王路”。
“呃……我的梦想是什么？是睡懒

觉？打游戏？还是胖成相扑选手……”
哥哥困惑地看着弟弟。翟龙飞让他俩
多想想“枪王”故事，想想连队生活。

看着路两旁一个个“枪王”的名
字，兄弟俩想起自己班长田桂林从零
起步成为“枪王”的故事：据枪 1小
时以上，迎风 10分钟不眨眼，跪到脚
趾骨变形……

终于，弟弟朱灿耀先“觉醒”
了。当晚夜聊，弟弟对哥哥说：“要回
家你回，我留下来！”没过两天，在一
次体能考核中，右手掌刚被刮掉一块
皮肉的弟弟朱灿耀，申请带伤参加单
杠考核。越是痛，他越起劲，一下子
拉了8个引体向上，第一次过了关。

看着杠上弟弟留下的斑斑血迹，
哥哥朱灿荣也彻底想通透了。从此，
训练场上多了两个拼搏的身影。在新
训结业考核中，兄弟俩自动步枪对固
定目标射击 5发子弹分别打出 48 环、
49环，其他 10余个课目总评也达到了
“优秀”。

拿到新训“毕业证”之际，“荣耀
兄弟”与其他新兵一起，第 3次走上
“枪王路”，并在路口郑重合影。这是
他们军旅生涯的一场“成人礼”，更是
向“枪王”进击的一次“誓师会”：下
连之后，看谁先在“枪王路”上争得
一席之地。

一同参军，一路坎坷，一起努力。双胞胎兄弟朱灿荣、朱灿耀来到第71集
团军“临汾旅”之后演绎了—

“荣耀兄弟”的眼泪与光荣
■本报记者 刘昌宝 特约记者 刘吉强 通讯员 陈 飞

“荣耀兄弟”的母亲庄丽红：荣儿耀儿，你们长大

了，我能感受到你们变得更加成熟懂事有责任心了！

部队果真是个锻炼人的大学校，支持你们去当兵是对

的。你们在荣誉连队，这很光荣。可是荣誉也意味着

压力，希望你们在部队好好表现、刻苦训练，别怕苦、别

怕累，争取早日当上“枪王”。

家里一切都好，你们不必挂念，只管一心好好训

练，兄弟俩互相帮衬、互相激励，当真正的军营男子汉，

我和你爸为你们骄傲！

20发子弹，25秒速射，199环以

上，这样近乎完美的成绩有多难？

一次击发后，几乎没有时间瞄准，

必须再次击发；而且叠加的强大后坐

力，会让枪口“跳”得找不到方向，连上

靶都难！不知道在其他单位，能有几人

可以挑战这个成绩？但在“临汾旅”二

营四连，却有一茬又一茬这样的士兵，

他们有一个共同名字——“枪王群体”。

起先，记者以为“枪王群体”是全

旅挑选好苗子培养出来的。然而一采

访才知道，战士基础有强有弱。就拿

“荣耀兄弟”这茬新兵来说，20多人全

是随机分到四连，在四连吃了3个来

月“饭”，结业考核总成绩就遥遥领先

其他连队，3公里跑最慢的11分50秒，

射击更不用说，本来“光头”的“荣耀兄

弟”都打出四十八九环的好成绩。

四连的“饭”有啥不一样？官兵中

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打不好，就去跪连

旗！”当然，没有人真的“跪”，可这个

“跪”字道出了这面旗帜在他们心中的

崇高地位。因为心中装着象征集体荣

誉的连旗，别人据枪练20分钟，他们40

分钟起步；别人枪口挂水壶，他们挂“水

壶+钢盔+手榴弹”；别人枪管立一枚弹

壳，他们的弹壳排成一路纵队……

把基本技能练到极致、练成绝技，

是这个群体的共同目标。兄弟俩的班

长是“枪王”，班长的班长还是“枪王”，这

种精武追求像是一种酵母，会不断发酵、

扩散、传递；这种精神代代相传，最终就

会凝结、固化为这个集体的根——连

魂。

因为有了“精武魂”，普通一兵成“枪

王”——这正是“枪王群体”的共同属性。

是什么让精武成为“群体属性”
■刘昌宝

“个别官兵，领导交待的事就拼命
干，经常性工作反倒敷衍而过；有的
人，立功之前拼命干，立功之后‘蔫了
菜’；按新大纲施训后，各级指挥员组
训思路、方法手段与新标准新要求对
照还有差距……”

这几天，几经伏案修改，火箭军“常
规导弹第一旅”政委马福升最终把新年
度“第一讲”的重点，定在如何正确对待
政绩荣誉以及备战打仗存在的问题上。

按说，作为旅政委，新年度讲话应以
鼓励为重，他咋以讲问题为主？马福升
告诉记者，这事还得从前段时间的“立功
风波”说起。

去年初秋，该旅兵发高原，一举完成
第 200 发导弹腾飞九天的壮举。2010
年，随着第 100发导弹升空，该旅成为战
略导弹部队中第一个“百发百中旅”。而
从第 100 到第 200，只用了短短 7 年时
间，标志着旅队战斗力建设驶入快车道，
是一件值得好好总结的大事。

然而归营后，部分官兵却把关注点
放在了发射十连副连长莫徐建身上：作
为此次发射的指挥长，年底究竟会获得
啥荣誉？当年打出第 100发导弹的指挥
长邓辉晖立了个人一等功，莫副连长应
该也会有同样的好运气……

没成想时隔数月，“莫徐建立功话
题”竟持续发酵，从官兵的“聊家常”，最
后演变成一项摆在旅党委会上的议题：
打了第200发导弹，该不该立功？

打弹就要立功？官兵为什么会认为
莫徐建立功受奖理所应当？党委会上大
家分析，之所以有人把一等功与打第
100发导弹画上等号，是脑海中“逢百立
功”的思维作怪，这种有偏差的政绩观、
荣誉观，必须及时扭转过来。因为从本
质上说，第99发和第 100发并无区别。

那么，当年打第 100 发导弹立一等
功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记者找到曾亲
手创下“百剑腾飞”历史、如今已是发射
六营营长的邓辉晖。他回忆说，那次发
射背景重大、意义非凡，是他们首次参加

全军联合作战演习，首次按实际作战方
案进行实兵演练，首次与防空导弹部队
进行突防对抗演习……那枚金灿灿的一
等功奖章，其实源于那一个个“首次”背
后的辛勤付出。

回到这次“立功风波”，调阅莫徐建
所在党小组会、连党支部会、营党委会记
录本，关于他立功的讨论勾勒出一名素
质过硬的“导弹尖兵”形象：带领发射单
元完成复杂困难条件下战斗发射，年度
军事体能考核达到“特三级”水平，专业
理论考核同层次第三……

报二等功还是三等功？发射五营教
导员向贵虎说，当时不少营党委委员建
议给莫徐建上报二等功，但放眼全旅，莫
徐建的个人素质虽可圈可点，却并非一
枝独秀。

最终，莫徐建的名字出现在三等功
候选名单上。旅党委会审议通过时，专
门为此强调 3点：其一，莫徐建立功予以
通过，是对他平时实绩突出的肯定；其
二，向官兵说明，莫徐建立功与“第 200
发”这个数字无关；其三，由邓辉晖与莫
徐建共同筹备一堂教育课，串讲旅队备
战打仗奋斗史，纠正官兵的“想当然”。
“打弹不等于立功，每一次导弹点火

腾空，都倾注着一茬茬官兵‘麻绳当电
缆、纸板当操作板、白手编教材’的执剑
初心……”课堂上，两名见证了历史的
“导弹尖兵”轮流登台，官兵越听心里越
亮堂。
“3、2、1，点火！”才下课堂，又上校

场，正在实装操作训练的发射三连排长
赵文杰告诉记者，去年他也曾亲手将一
枚导弹送上蓝天，但与许多打了弹的号
手一样，由于综合表现不够突出，没有进
入立功名单。

1月中旬，该旅《2017年年度表彰奖
励通报》发至连队。当晚，发射十连专门
召开军人大会宣读通报，号召全连官兵
向莫徐建学习。关于他“立不立功”“立
什么功”的讨论就此告一段落，但这一话
题引发的思考，却还在继续。

打了第200发导弹，该不该立功？
■本报记者 王卫东 通讯员 邓东睿

如何理性看待这次“立功风波”，切

口很多，见仁见智，但记者想得最多的，

是如何突破惯性思维这个话题。

曾有这样一个著名实验：把同样多

的蜜蜂和苍蝇装进一个玻璃瓶中，然后

将瓶子平放并让瓶底朝向窗户。结果蜜

蜂习惯性到瓶底光亮处找出口，直到全

部力竭而亡；而苍蝇则四下乱飞，在两分

钟之内穿过瓶口一端逃逸一空。

生活中，理性思维最大的敌人是惯

性思维。“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

制。”实现强军目标是一项开拓性很强的

事业，须勇于探索、大胆创新、锐意改革。

在新时代，大到党委决策部署，小到一次

演练实施，都应该与习近平强军思想对

对表，看看还有多少不良“习惯”需要摒

弃，还有多少有害“惯性”需要摆脱。特别

是领导机关，更要以求真务实、开拓创新

的工作作风，尽可能减少传导给基层的

“惯性动力”，用新的理念、新的视野、新

的方法、新的标准，推进部队军事斗争准

备和各项建设。

勇于摆脱惯性思维的“惯性”

本报讯 王文超、马艺训报道：“你
被‘××’移出群聊、你被‘××’移出群
聊……”1月 30日一早，武警云南总队
文山支队砚山中队指导员胡文打开手
机，收到一连串提示信息后心里一惊，
莫非微信号被盗了？正准备核实，对话
框又弹出一条新信息：即日起，支队将
对各类工作性微信群进行清理整治。

去年底，支队政委张尧到中队蹲连
住班，几次批评中队干部手机不离手。倍
感委屈的胡文倒出苦水：“一般性的工作
通知都往微信群里发，稍不注意就会漏
掉哪项工作，不时刻盯着手机哪行啊？”

胡文的“吐槽”引起了张政委的重

视，经过调研，他了解到支队各类工作
性微信群名目繁多，甚至还出现了临时
性的投票群等。一名基层干部坦言：“简
单一数，各类工作性微信群就多达 10
余个。”

张尧深入调查发现，虽然明面上的
各类通知文电逐年减少，但纷乱的工作
性微信群有演变成新“五多”的趋势，让
基层苦不堪言。

很快该支队在《手机和互联网管
理使用办法》《军人使用微信十不准》
等制度规定的基础上，出台规范各类
工作性微信群的使用管理细则，受到
基层欢迎。

武警云南总队文山支队

纠治微信群里新“五多”

潜望镜

采访手记

采访感言

摄影：张 畅 制图：李鹏飞

“荣耀兄弟”：老爸老妈，在班长骨干关心下，我们俩在

连队生活得很充实很愉快，训练成绩也越来越好，请你们放

宽心！我们会更加刻苦训练，争取早日走上迎外场，成为让

你们骄傲的“枪王”！

邮箱：jbjccz@126.com

全军政工网网盘：jbjccz
本版投稿方式：

本报讯 赵欣、袁德坤报道：“××
同志在平时生活中作风不严谨，训练场
上态度不积极、‘熬时间’，没有发挥好
党员模范带头作用……”1月底，第 73
集团军某工化旅舟桥一连组织生活会
上，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开始，转正不到
两个月的小李就点名道姓地指出一名
老党员的问题。

可就在不久前，该旅政治工作部主
任到连队参加党员大会时，却发现一个
奇怪的现象：会上轮到新党员批评时，
有的面面相觑、哑口无声，成了“旁观
者”，有的甚至直接把批评搞成了变相
表扬，没人敢拿老党员“开刀”。

真正的思想交锋，就是要让人红
红脸、出出汗、排排毒。为此，旅
党委决定，各营党委集中组织党员
培训，对比新旧《党章》，明确职责
权利，并围绕“党员的责任与义
务”进行讨论辨析。同时，旅组织
科为每名党员建立了季度考评档
案，对积极参加组织生活的通报表
扬，对不认真对待组织生活的进行
批评。

新党员王晨辉在会后感慨道：“原
先奉行‘好人主义’，一直在会上当‘哑
巴’，现在看来，必须要‘一针见血’
了。”

第73集团军某工化旅

新党员直面批评老党员

新闻观察哨

“黑脸”女兵

都说伊人爱红妆，然而第77集团军某旅

女驾驶员许晶鑫却总是一脸“黑妆”。这不，上

个月一次驾驶训练，许晶鑫听到车辆传动轴有

异响，就立刻爬到底盘下进行检修，被战友们

抓拍下了她的英姿。

刘民望、李佳豪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