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９日 星期一

乐 谈

快 乐广角 E-mail:jfjbklgj@163.com

打扫场地
■曹希阳

迷彩讲堂

笑谈古今 学中有乐

快乐军营

更多快乐，请扫描二维码

关注“迷彩TATA”（ID：jfjbshzk）

责任编辑/袁丽萍

“嘿！真想不到，我的‘弹幕’神
预言了！”3月 13日，第 73集团军某旅
修理二营四连上士卢东亮，看到新闻
后脸上乐开了花。

原来，“两会”伊始，该旅开设专
题网页，利用连队智慧军营信息系统
一体机为基层官兵提供发声平台。3月
6日，卢班长浏览了“两会”相关新闻
视频后，发送了“退伍老兵权益也能
专门有人管就更好了”的“弹幕”留
言。没想到，几天后，一体机大屏上
就发出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将组建退
役军人事务部的新闻。如此“不谋而
合”，让卢班长欣喜不已。
“接地气、提士气”“退役军人有

‘娘家’了！”“‘两会’零距离，
666”……官兵发“弹幕”学议“两

会”的热情更加高涨，这条新闻上面
飘动的“弹幕”已经刷满大屏。

网络时代，官兵参加教育学习的
渠道更加多样。为了搞好“两会”跟
进学习，该旅宣传科根据青年官兵喜
欢刷评论、发“弹幕”的特点，集思
广益组织开展“看新闻、发‘弹幕’、
学议‘两会’”的活动。如此“短平
快”又新潮的学习方式，很快调动起
官兵参与热情，收获好评一片。
“取消流量‘漫游’费”“让‘军

人依法优先’成为社会自觉”“推进军
民融合深度发展”……一条条“两会
新闻速递”的视频在智慧军营信息系
统一体机的大屏幕实时呈现。官兵既
可以在课间饭后等碎片时间学习浏
览，也可以在智能手机上通过上级开
发的“学习之路”APP 远程参与，发
送“弹幕”感悟即时互动。
“有些提案今年提交了，还不知道

啥时候落实呢” “愿意在岗位上超期

服役的士官有没有什么政策？期待
ing”……笔者走近修理二营五连的一体
机大屏，只见各种“弹幕”不断飘过。
“道阻且长，但未来可期！”“幸福

都是奋斗出来的！”网友“当兵十一
年”发来的这两条“弹幕”迅速抢占
“舆论阵地”。

“偷偷告诉你，我们可是有‘弹
幕’引导员的。”说到这，荆教导员
卖了个关子：猜一猜，“当兵十一
年”是谁？
“不是老士官就是思想骨干吧？”

“错，是平时闷头干活的列兵何刚！”
引导员谁来干？“网一代”战士站

排头！荆教导员介绍说，现在 95 后、
00后的列兵，玩“弹幕”、发帖子比我
们可溜多了，而且不少人在入伍前就
是论坛博主，“网感”超强。全旅遴选
了 20余名列兵，他们分成不同小组负
责线上舆情引导和“弹幕”分类，确
保学习教育能量正、效果好。

打开“学习之路”APP，该旅官
兵发送的“两会”新闻相关“弹幕”
数量已有数万条，“完善军人定期增资
增长机制”“‘智慧法院’增加服务军
队功能”“军民融合发展中人才培养统
筹”等十余个热议话题，被打上了
“火”“精华”“置顶”的标签。

“官兵刷得起劲，我在后台看得兴
奋！”该旅网管员、下士曹铭这几天
“忙并快乐着”，“不停更新‘新闻速
递’只嫌手速不够，偶尔忍不住手痒
我也会刷两条‘弹幕’过过瘾……”

“‘弹幕’天天刷，热点天天
见！”“不说说‘两会’，就感觉一天缺
点啥……”连日来，说起“弹幕”学
议“两会”的妙处，该旅官兵点赞不
断。中士王林的一段“神总结”说出
了大家的心声：“没有门槛，人人参
与；条目清晰，热点鲜明；即时互
动，志同道合的战友同台交流，彼此
距离被‘弹幕’拉得更近了……”

第73集团军某旅开启“弹幕+”模式，官兵线上线下学议“两会”——

“弹幕”巧助力，“两会”零距离
■高旭尧

“ 云 南 十 八 怪 ”“ 陕 西 十 大
怪”……大伙都知道，咱们国家许多
地方都有“几大怪”。有一个特殊地
域——TOB，那里也有几个“怪”。

中国第 4 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
营，是我国派出的一支执行作战任务
的维和部队。他们在外执行长途巡
逻、武装护卫等任务时，会建立临时
行动基地，英文简称 TOB。不少战友
都对维和部队的生活充满好奇，今天
小乐就从“八大怪”说起。

一怪：车辆停得七八歪。

走进 TOB，你首先看到的就是略
显凌乱的停靠车辆：车头朝东南的、
朝西北的，停在中间的、靠周边的，
七扭八歪。怎么跟印象中整齐划一的
中国军队的样子有点差距？

其实，凌乱的停靠，是有讲究
的，这可是一种防御体系配置。在冲
突频发的南苏丹，维和官兵发挥聪明
才智，充分利用自然环境、装备车辆
和便携器材，构筑科学有效的防御体
系，加强自身防卫能力，有效应对突
发情况。

二怪：吃完早饭钻睡袋。

睡个“回笼觉”，你我都喜欢，在
国内严肃紧张的营区生活中往往可望
而不可即。但是，在TOB执行任务的

官兵，“回笼觉”却睡得理所当然，着
实让人眼红。

原来，南苏丹交火冲突大都发生
在夜间，加之晚上通视条件较差，夜
间安全防范十分重要。执勤分队每人
晚上都要荷枪实弹站岗很长时间。白
天任务相对较轻，可补休 3小时。于
是，维和官兵吃完早饭钻睡袋就成了
一景。

三怪：执勤归来“黑风怪”。

旱季的南苏丹骄阳似火、风沙漫
天，虽然有风镜、口罩、脖套等装
备，但烈日和风沙却依然毫不客气。
一天执勤归来，脸晒黑了，衣服汗透
了，身上裹满尘土，一个个好似“黑
风怪”。执行维和任务不容易，不仅要
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还要接受
恶劣自然环境的挑战，果然是磨练钢
铁意志的好地方。

四怪：午休梦回水乡来。

南苏丹的中午，帐篷里的温度高
达 50多摄氏度。官兵午休前，都会用
水把凉席浇湿，铺在床上，再拿一条
毛巾垫上，光着背睡觉。大家还为此
起名“水床”。

五怪：吃起饭来像比赛。

非洲野外，天气炎热、气候干
燥，米饭干得快，官兵索性来个盖浇
饭，一勺勺地狼吞虎咽。厨房简陋，
制作饮食上多有不便，方便快捷是第
一原则，在这吃饭更多是完成补充能
量的任务。

六怪：上个厕所把锹带。

虽然构筑了简易的旱厕，但环境
差、温度高，易滋生蚊蝇，引发传染
病，官兵上厕所会带上铁锹，完事后
用沙土盖上。南苏丹疟疾、出血热等
疾病肆虐，卫生防疫是大事，军医每
周要进行数次“消杀灭”。医药保障虽
然充足，但用沙土掩埋排泄物不失为
一个既节约又有效的办法。

七怪：找个信号等风来。

野外手机信号极差，为了能跟家
人联络上，官兵找信号也是蛮拼的。
休息时间，只见工兵机械上、冷藏车
上，甚至步战车顶，地势稍高点的地
方都是一个个高举手机的身影。有
时一场大风刮来，微信提示音接续
响起来，那是 TOB 里最欢腾热闹的
时刻。

八怪：两个翻译才够帅。

官兵外出执行任务都会配备一名
英语翻译，但南苏丹民间使用的多是
阿拉伯语，当地人大都不懂英语，就
连“dog”你都得学半天狗叫他才明
白。所以TOB里还额外配着一个阿拉
伯语翻译。

万里海外维和，多数官兵都是第
一次走出国门、为国出征，见识到许
多新奇有趣的事情，更体会到从未经
历的艰苦恶劣。这群可爱的人，不断
用智慧改善着自己的工作生活环境，
更用乐观积极的姿态践行着中国军人
维护和平的使命。

维和营地“八大怪”
■李延清 王岸鸿

许多年以后，已经高高在上的汉光
武帝刘秀，想必依旧会怀念他始终信任
的一个人。那人便是冯异。

再生猛的人也会有柔软的一面。
想当初，由于哥哥刘縯被杀，刘秀虽然
内心十分悲痛，却不敢显露，只能独坐
哭泣。冯异常常前去宽慰，后来还劝说
并助力刘秀在河北发展势力、壮大自
己。某次打仗，部队饥疲没吃的，冯异
为刘秀找来赤豆粥；再后来又冷又饿，
冯异又献上“麦饭”“菟肩”。

这种落魄时、战火中结成的友谊，
是十分真诚而可靠的。古时打仗，君主
会把出征大将的妻儿老小留下，名为保
护，实为人质，以防叛乱。刘秀却放心
地让冯异带着妻室儿女出征，这已是绝
对信任。

客观地讲，冯异的军事能力远没到
震古烁今的地步，想打胜仗，就得多点
“套路”。洛阳之战中，冯异领兵 10万攻
打 30万驻军，真刀真枪打十分困难。他
便写信给敌方大将李轶，成功离间，促
使其按兵不动。扫清洛阳外围兵力后，
又故意将李轶的投诚信透露给其上司
朱鲔。朱鲔大怒下，派人杀了李轶，最

后自己也投降了。洛阳 30万大军，就此
败在了冯异的谋略之下。

后来，与赤眉军对阵，冯异屡败屡
战，他又想了个“套路”。他派人换上赤
眉军衣服混入对方军阵乱杀一气，引起
混乱，最终导致赤眉军溃不成军。这一
仗，除了军事上的意义，文学上的价值
也很高，给后人留下了两句成语“披荆
斩棘”“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刘秀军队第一次征讨隗嚣，惨遭失
利。冯异率军前出支援，部将纷纷劝说
敌军来势汹汹当避锋芒，他力排众议，
挥师疾驰，抢占栒邑。当然，他还是没
忘玩“套路”，命令军队偃旗息鼓，紧闭
城门，待敌大摇大摆来到城下，突然挥
师杀出，大败敌军，稳定住了战局。

按照常理，与皇帝是“老铁”，他哪
怕稍微骄狂点，也不会有啥事。可冯异
却不是这样。身为刘秀手下最重要的
将领，与其他将领路上相遇时，他不管
对方身份地位高低，都会让人把车赶到
一旁，让别人先过。每打完一仗，诸将
总会洋洋自得地自摆功劳，大说特说自
己如何威猛、如何立功，以求刘秀封
赏。当别人争功论绩时，冯异总是自个
儿躲到大树下去，从不争抢功名，由此
得名“大树将军”。
“大树将军”冯异，单凭谦虚持重这

四个字，就足以跻身名将之列。毕竟，
征伐易、律己难，骄横易、忍让难，争功
易、克欲难，他做到的，是最难的事。

“大树将军”冯异
■杨正龙

“两会”期间，谈起改革强军新变

化，空军某旅机械师高东垒代表难掩内

心激动：“我要在强军兴军征程中书写

出彩的军旅人生。”事实上，高东垒代表

所在单位经历的改革阵痛并不少，但面

对全新挑战，他依然保持着旺盛斗志和

火红激情，事业上取得了成功，身心也

收获了快乐。

“当一个人激情澎湃地为事业奋斗

时，上帝都会为他让路。”的确，满怀激情

地去解决问题、战胜困难，生活才会五彩

缤纷，惊喜不断。如果对待工作生活不

思进取，曾经的意气风发只会在一潭死

水中磨灭殆尽，这样寂寥的人生自然也

没有快乐可寻。

军营是座火热的熔炉，一代又一代

革命军人用自己火红的激情青春，浇灌

着中国军队的茁壮成长。抢险救灾时的

雷霆突击，爱民扶贫时的慨然担当，维稳

维和时的义无反顾，他们用激情和勇气，

谱写着新时代的进行曲，也享受着胜利

荣光和快乐。

军队“脖子以下”改革启动以来，有

些干部被编余。个别编余干部失去奋斗

的动力，心中阴霾难除，总是唉声叹气。

笔者单位地空导弹连原连长王勇，在编制

调整后成了营里的编余“连长”。但他并

没有就此消沉不振，而是以饱满的热情，

投入到每天的工作训练中，还主动承担起

连队部分管理工作。新连长对情况不太

熟悉，他就耐心细致地讲解，力所能及提

供帮助。编余的他，依然在奋斗，每天的

生活依然充实快乐。他常说，我们改变不

了环境，就改变自己的态度，保持对工作

生活的激情和热忱，让自己人生有价值，

哪里还会郁郁寡欢？

前段时间笔者重读雷锋日记，其中有

段话让我印象深刻：“我愿做高山岩石之

松，不做湖岸河旁之柳。我愿在暴风雨中、

艰苦的斗争中锻炼自己，不愿在平平静静

的日子里度过自己的一生。”雷锋的快乐哲

学很多人都在研究，这段话可以揭示一二：

在人生道路上，因为有了激情所以告别平

庸，因为有了斗志所以告别阴郁。雷锋心

中饱含着对生命和事业的蓬勃激情，所以

总是活力满满，总是那么快乐。

火红的激情里自有快乐。快乐蕴含

在旺盛的激情和不懈的斗志中，用自己

的坚持和努力描绘出的彩色人生，才是

成功的快乐人生。从“两会”会场放眼座

座军营，号角催征新时代巨轮扬帆起

航。亲爱的战友，拥抱激情吧，用饱满的

斗志，去学习、去创造，去体会奋斗带来

的快乐！

火
红
的
激
情
里
有
快
乐

■
杨
元
庆

3月7日，体能训练间隙，第75集团军某旅战士顾未航（左一）准备给战

友们表演一根手指拉单杠。不料，他的这番“指间单杠”不仅没有表演成功，

而且挂在单杠上的动作因为太像“666”，还逗乐了身边战友。

张正举摄

“快，回防！回防！”周六上午，新
疆军区某红军团操场上，一场雪上足
球赛激战正酣。一炮连指导员林超站
在球门前，正挥动手臂，奋力呼喊着。

最近连里实战化训练紧张，林指
导员决定发挥连队官兵爱踢足球的优
良传统，趁着雪未化完，开展一次别开
生面的新老兵雪地足球赛。既能放松
官兵身心，还能融洽新老兵关系。
“刘新龙、沈佳俊，你们两个盯好

李浩；马文斌，机灵点，多向对方‘要
球’，当好‘间谍’……”身为新兵队“主
教练”兼守门员的林指导员，赛前的战
术安排妥妥的。

比赛开始，瞬间，战士们像脱缰的
野马一样向对方球门冲去。一轮轮回
防、抢断、反击，轮番上演。一幅幅滑
倒、起身、再带球的景象，不断呈现。
操场上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但
是，足球就像个调皮的小孩一样，不愿
在一个人脚下长时间“逗留”，总是在
双方队员之间来回倒腾，怎么也靠近
不了球门。一时间，官兵踢起的白茫
茫碎雪弥漫整个操场……

姜还是老的辣，老兵队毕竟有经
验，渐渐地占据了优势。
“好球！”下士顾启泉进球了！只

见他在队友掩护下，一个经典“踩单
车”，突破新兵队防线，又一个倒地铲
射，把球和雪一起铲进了球门。上半
场老兵队1比 0取得领先。

其实，新兵队实力并不弱，比如刘
新龙就被战友称为“新兵连梅西”。但
他不喜欢打配合，总想着“单骑救主”。
“足球是一项团体运动，个人能

力再突出，不注重团队配合，想赢球
也难。”在中场休息时，林指导员告
诫大家。

下半场比赛开始，新战士个个都
铆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在指导员的
战术调整下，慢慢地站稳了脚跟。

比赛进入僵持阶段，老兵队也有
点急躁，场上你一言我一语的“教练”
渐渐多了起来。新兵队趁机迅速调整
战术安排，变防御为进攻。
“‘梅西’，接球！”沈佳俊把球断下

来，看到刘新龙位置更有利，便迅速一
个直传。刘新龙接球后，利用对方防
守漏人，开始带球反击。
“拦住他！”老兵队三四名队员围

了上来。刘新龙却不慌不忙，一个“钟
式摇摆”晃过一名防守队员，果断将球
塞给中路的沈佳俊，又快速冲到前方
再接应传球。用“三角战术”摆脱防守
队员后，刘新龙一脚攻破了老兵队球
门，1比 1！

“雪地足球”
嗨起来

■杨锐锋

津津乐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