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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望镜

VR演兵场

春节过后的一个教育日，指导员
给全连官兵上了一堂如何正确面对挫
折困难的教育课。而后，各班组织讨
论交流。

其实，我早就胸有成竹。新年度
连队转型训练压力大，班里几名义务
兵有些吃不消。我准备趁这个课堂讨
论的机会，让每名战士都说一说自己
最近遇到的困难，大伙坐在一起出主
意帮忙解决。

果然，全班战士你一言我一句，讨
论得非常热烈。“咱们旅移防到高寒
区，冬天训练太冷了，室外训练我最近
有些跟不上……”新兵郑良宇说出自
己的烦心事，他老家是南方的，最近气
温骤降，让他感觉不适应。

就在大伙准备给他支招时，指导
员陪同来连队检查的一名机关干部推
门而入。
“起立！”我打断了大家的讨论，

全班同志立即从马扎上站了起来，挺
胸、抬头、双手紧贴裤缝线，从放松的
“课堂模式”转换为紧张的“队列模
式”。

我快速走到这位机关干部面前敬
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报告，装步一连
四班正在组织课堂讨论……”他向我
询问了课堂讨论情况，并提了两点意

见，随后在随身携带的工作本上记了
些东西就走了。

指导员陪同这名机关干部走后，
大家继续进行解决小郑难题的发言，
但我心里一直犯嘀咕：“不知他在本
上记了啥？是不是我们班组织的讨
论不规范？”轮到自己总结发言时也
是有点心不在焉，小郑脸上流露出了
一丝失望的表情。之后别的同志再
进行讨论交流时，班里的热乎劲明显
下降了。

周一旅里交班，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位机关干部把我们班的讨论情况写
进了讲评材料，表扬我们课堂讨论方
法灵活。然而，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

来，如果课堂讨论不被打断，效果会更
好。但是，机关领导到班里检查指导，
出于礼貌和尊重我们又应该起立、报
告啊。最终，我把内心的“纠结”发到
了首长信箱。

没想到，当天晚上就接到了旅政
委焦扬的回信：“问题出在机关，机关
在检查教育时要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
作风。小何，以后课堂上安心上课就
好了。”

从那以后，我发现机关干部到连
队检查都是“静悄悄地来”，留下解决
方法再走，连队干部不用陪检，学习训
练工作无断点。

（闫 石、祝鹏博整理）

课堂讨论来了机关领导怎么办？
■第78集团军某旅装步一连中士 何 强

春节期间家属来队，9岁的儿子缠着
我和他下军棋。小家伙对军人的理解，
还局限于军棋里“军师旅团营连排”的大
小顺序，也盼着我能早日当上个旅长团
长。可当儿子听到战友们叫我“副连长”
后满脸疑问：“爸爸，你不早就调正营了
吗，怎么又变成连长了，而且还是副的？”

家属也打趣道：“别人是官越做越
大，你不仅越做越小，还连降两级！”就连
在老家的父亲，听完他孙子的“小报告”，
也打电话询问情况。面对家人的疑问，
出于保密原因，我没能解释太多，但我告
诉他们：“不管营长连长，这都是组织安
排的岗位，在改革调整面前，组织让干啥
就干啥呗！”

话说着容易，可做起来却很难。去年
9月，旅党委安排我到连队负责军事工作，
自己内心着实挣扎了一番。入伍近二十
年，同批战友有的已经走上副团职岗位，

而自己却从正营职航电师又干回副连
长。夜里睡在床上，回想起这么多年的工
作经历，感慨万分。

连队机械师向大平与我共事多年，
很快看出我的心思。每次遇有外场训练
时，他总不忘叫上我，一起爬上机身拆装
旋翼、更换机件……
“航电系统才是我的主业，下次你自

己去吧。”一连几天的训练下来，我终于
不耐烦，拒绝再陪向大平参与机械维
修。可他却不紧不慢地说：“开训动员你
也参加了，习主席特别强调要坚持领导
带头、以上率下。现在连队没有连长，你
作为副连长，就更应该懂航电、军械、机
械所有专业，战友们可都看着你呢！”

这话如当头一棒，顿时让我清醒
了。是啊，组织安排我到副连长岗位，那
我就要抓紧时间学习，尽快满足岗位需
求，这时候哪能再患得患失！

随后，我重拾起年轻时那股冲劲，决
定向着军械和机械这两个陌生领域出
击。翻开理论资料，当一幅幅传动系统、
燃油供给系统图表摆在面前时，我真感

到自己就像个小学生，一时间无比惭愧：
明明能力素质跟不上，竟还为岗位调整
分心走神。

自那以后，每次遇有外场训练，我总
是主动找到向大平请教。同时我把自己
参与演习、实弹射击的经验和方法总结
出来，与军械和机械专业的战友进行讨
论交流，常常在机库一待就是一整天，完
成了多个课目的训练创新。

连队不少战友也是刚从其他专业转
岗过来，看到我在训练场上跟着老班长学
习请教，大家也都放下身段，主动钻研新领
域。机械员彭华栋还向我发起挑战：谁在
开训后的专业考核中领先，就拜谁为师。

这几天，旅里组织新年度陆航专业
知识宣讲，我应邀上台给机关领导授
课。当我熟练讲授完某型直升机的机械
传动和军械武器系统知识后，台下爆发
出热烈的掌声。回到连队，向大平见我
第一句话就是：“这才像个副连长嘛！”那
一瞬间，我忽然明白，只要把心踏实下
来，哪里都能看到强军的风景。

（向 旭整理）

正营职的我成了合格“副连长”
■第71集团军某陆航旅攻击直升机机务连副连长 宋巨峰

“救命，救命……”春节前，正在
贵州省江口县休假的第 77 集团军某
旅下士杨再权，从县城返家途中突然
听到一阵急促的呼救声。循声找去，
只见一辆面包车翻覆在公路旁的山
谷中。
“救人要紧！”顾不上多想，杨再权

三步并作两步，立刻冲下山谷奔向车
辆。透过破损的挡风玻璃，他看到车
内的 5 名乘客全都被卡在座位上动弹
不得。

见状，杨再权连忙拨通了救援电
话。由于事发地相对偏远，他被告知救
援人员最快 20分钟才能到达。看着满

车的鲜血，杨再权心急如焚，奈何车门已
经严重变形，怎么都打不开。
“人多力量大！”杨再权想起了村里

的乡亲。他给父亲打电话说明情况后，
不出 5分钟，村民们就从四面八方赶来，
他们有人手中举着铁锹扳手，有人怀里
抱着暖瓶毛巾，还有人抱来了自家的被
褥为伤员御寒……
“叔，咱们几个试着把车门撬开”

“婶，咱几个帮忙把碎玻璃扫开，再给伤
员喂些水”“小伙子，你骑上摩托车去路
口等着，看到消防车和救护车就往咱这
儿指引”“哥，你陪伤员唠唠嗑，千万别让
他们睡着！”在杨再权的指挥下，乡亲们
有条不紊地展开救援行动。

铁锹撬、大锤砸、扳手敲……10 分
钟后，车门终于被撬开，眼前的一幕让杨
再权倒吸了一口凉气：后排一名男性乘

客满身是血、神志不清，副驾驶上的伤员
已经失去了意识。
“大家千万别动伤员！”看到乡亲们

试图将伤员从车中拖拽出来，杨再权赶
忙上前劝阻。由于在部队学习过救护知
识，杨再权明白，此时若轻易改变伤员体
位，极有可能带来二次伤害。他从乡亲
手中接过毛巾钻进车内，第一时间为伤
员进行包扎。

几分钟后，救援人员终于赶到了现
场。破拆车体、搬运伤员……杨再权片
刻不停，一直在旁边协助救援，直到 5名
伤员全部被救出。此时他已经在寒风中
忙碌了1个多小时。

看到伤员得救，乡亲们纷纷安心离
开，杨再权却跨进了急救车，陪着伤员们
来到医院，等到所有伤员家属赶来，逐一
交代完伤情后，他才放心离去。

紧急救援现场有位“下士指挥员”
■李佳豪 马晓彤

本报讯 郝欣欣、薛强报道：“从黄
土地到中南海，重磅微视频《公仆之路》
为您呈现。”2月 21日，又到了周三晚上
休息时间，下士小刘从连队文书那里领
过手机，刚打开单位组建的微信群，由
宣传科转发的微视频便弹了出来。

年初以来，第 80 集团军某旅创新
方式拓展载体平台，通过抓实抓细“碎
片化时间”，促进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
精神常态化落实。
“如何使十九大精神入脑入心，实

现常态化学习贯彻？”去年底的一次教

育准备会上，旅党委研究后认为，在搞
好集中学习的基础上，还要充分利用好
“碎片化时间”，通过营造浓厚氛围激发
官兵学习能动性。随后，该旅制订出台
了《盘活用好“三个半小时”》等方案，一
方面利用收听广播、读报评报和点评新
闻活动，把“听读看”与“讲评用”结合起
来；另一方面借助智能手机、政工网络、
信息视窗等新型平台，向官兵推荐“钧
正平工作室”“军报记者”等微信公众
号，组建“学思践悟”微信群，举办“我为
战友荐文、战友为我点赞”活动。同时，

他们还利用“五微”平台发布官兵身边
典型故事，滚动播放十九大精神宣讲漫
画，见缝插针进行学习教育。

笔者走进该旅机动通信一连看到，
有的班级正利用开饭前的时间进行“小
宣讲”，有的班级正在连队门厅的“每日
习语感悟”宣传板上撰写心得体会，还有
的班级正在组织“小考核”……该连指导
员介绍，多样的实践活动进一步浓厚了
学习氛围，增强了学习质效，促进了实践
转化，在旅队开展的“十大理论标兵”评
选活动中，连队已有3名官兵入围。

第80集团军某旅创新方式推动学习升温

盘活用好“碎片化时间”

新闻观察哨

本报讯 钟志光、周愿报道：加油
站内，“理论小讲堂”通俗易懂；车炮场
上，“官兵故事会”引人入胜……春节过
后，第 74集团军某旅迅即组织 106名十
九大理论宣传骨干深入一线为官兵解
疑释惑。原汁原味的兵言兵语让大家
听得津津有味，进一步加深了官兵对十
九大精神的消化理解。

该旅党委在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活动中认识到，战士喜不喜欢听、听
不听得懂、记不记得住、能不能融入

实际行动，是十九大精神能否入脑入
心、落地生根的关键。为此，他们在
全旅范围内遴选十九大精神理论学
习骨干。通过营连上报、机关培训、
党委考核，106 名官兵成为十九大精
神学习宣传“理论轻骑兵”。

联系实际解读，集中兵智释疑。
理论骨干、下士凌征洋发挥文艺特长，
自己编了一套十九大精神学习宣传
“理论快板”，一路宣讲一路打，鲜活朴
实的语言收获了官兵的热烈掌声。

宣讲接地气，训练鼓士气。在旅
综合训练场，理论骨干、装步四连指导
员王达在训练间隙讲述了他曾经在海
外求学的故事，引导官兵认识到，国家
强盛，个人才有尊严，只有将个人梦融
入强军梦，青春才更有价值！装步七
连战士许磊激动地说：“听了王指导员
的故事，我更深地理解了个人与祖国
的关系。作为普通一兵，只要在强军
战位上奋力拼搏，一定能够让自己更
加精彩。”

第74集团军某旅宣讲理论注重深接地气

培训106名“理论轻骑兵”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李永飞、田亮
报道：2月初，火箭军某新组建单位干
部王雷收到一份特殊礼物——一枚三
等功奖章和一本“优秀基层干部”荣誉
证书。

立功受奖本是寻常事，为何感到
意外？王雷解释说，刚转隶到新单位
不久，没想到自己和其他 12名战友却
在老部队评功评奖时“榜上有名”，这
份“陪嫁”弥足珍贵，让他在新单位更
有信心。

去年底，某导弹旅接到通知，遴选
十余名官兵转隶到刚刚组建的兄弟单
位。旅党委考虑到兄弟单位建设刚起
步，急需各方面骨干，便优中选优输送
了一批“种子”人才。

调整转隶工作刚结束，年终评功评
奖随即启动。“该不该给已经转隶到其
他单位的官兵评功评奖”成为该导弹旅
焦点话题。有的官兵认为，立功受奖名
额有限，应当“近水楼台先得月”，面向
本单位人员就行了；有的官兵则持不同
意见，虽然部分官兵转隶到新单位，但
过去一年他们对部队建设发展的贡献
有目共睹，立功受奖不能“人走茶凉”。
“组织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拼

搏付出的人，必须让那些对部队建设
作出贡献的官兵获得荣誉、享有荣
誉！”旅政委左亚明在党委会上的一席
话引起大家共鸣：评功评奖既是一年
工作盘点评比，也是新年度工作立标
准、树导向、聚人心的重要环节，不能

因为隶属关系改变而忽视官兵贡献，
只要符合评先评优、立功受奖标准，都
应当给予相应机会。

最终，按照奖励条件和标准，经旅
党委研究决定，13名转隶到新单位的
官兵“跨界”立功受奖：原发射二连指导
员王雷，在重大军事任务中收集梳理
30余组心理变化数据，因人施教为每
名官兵建立“心理档案”，成果在全旅推
广，荣立三等功并被评为“优秀基层干
部”；上等兵翻飞宇，立足本职苦练本
领，专业成绩名列前茅，在义务兵中起
到很好的表率作用，被评为“优秀义务
兵”……面对这份表彰奖励名单，全旅
官兵不仅打心底服气，而且觉得格外暖
心：只要贡献有，奖励跟着走。

转隶到了新单位，仍然收到老部队寄来的军功章。火箭军某旅
13名官兵“跨界”立功受奖树起鲜明导向——

只要贡献有，奖励跟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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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武警云南总队某支队练兵场上一派火热。在倒功训练中，特战队员岳江江纵身跃起，在他的带领下，官兵

们龙腾虎跃，训练热情高涨。

胡 程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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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眼看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