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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防紫外线的，每天早上、
中午各用一次。那个蓝瓶子的是修复
皮肤的，别记混了！”当军舰缓缓驶离
某海域岛礁港口，舰上女兵的叮嘱仍
在守礁官兵的耳畔温馨回旋。

3月下旬，南海舰队泸沽湖舰奉命
到祖国南端执行某岛礁换补任务。前
来接洽的守礁战士王清华引起了该舰
女兵队副队长黄梓玉的注意：这名战
士的脖子和胳膊上黑一块白一块，不
少地方甚至已经开始蜕皮。

王清华看出了黄梓玉眼里的疑
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礁上的

阳光紫外线很强，平时室外作业又
频繁，慢慢就这样了。再说我们男
兵也不用护肤品啥的，大家都习以
为常了。”他的一番话让黄梓玉若有
所思。
“谁说男兵不能用护肤品？依我

看，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完成
任务！”当天晚上，黄梓玉在舱室内和
女兵们讲起白天的事后，引发了大家的
热烈讨论。“要不咱们把自己的护肤品
拿出来送给礁上的战友吧！”上等兵彭
静怡的一句话让大家立刻行动起来。你
一瓶、我一盒，不一会儿各类护肤品就

码了小半桌。
“王班长，这是我们女兵的一点心

意，给礁上的战友们发了吧！以后要
多注意保护自己的皮肤。”第二天补给
任务间隙，黄梓玉找到王清华，将女
兵们凑起来的“红妆”送到他跟前。
谁知，王清华竟碍于情面，说啥也不
肯要。

补给任务完成，军舰即将解缆。
“实在不行，咱就在离港时塞给他们，
不要也不行！”就这样，守礁战士被打
了个措手不及，最终不得不接受这个
温馨的“礼物”。

护肤品传递对守礁战友真情
■万永康 范延洲

本报讯 陆文山、麦麦提江报道：
“这次强化训练跟打仗一样！”4月初，新
疆军区某团一次强化训练结束后，不少
被判“牺牲”的官兵纷纷摩拳擦掌，迫切
盼望着下一场训练赶紧到来，誓要“一
雪前耻”。

今年初，在按照新大纲施训时，该团
发现新大纲虽然对强化训练时间和次数
进行了规定，但未对课目设置、时间分
配、考评细则等进行明确。团里在组织
强化训练时，大都是将室内训练课目搬
到室外，并穿插徒步行军等课目。几次
训练下来，官兵们对强化训练越来越不
“感冒”，并戏称这样的训练就像“野外马
拉松”。

为此，团党委展开反思：只考虑训
练环境的改变和训练量的叠加，不仅让

官兵疲惫不堪，训练效果也难以得到保
证。认真研究后，他们决定在强化训练
中加入更多实战课目，按照综合演练的
方式连贯组织实施。

修改后的首次强化训练，小股“敌特”
袭扰、“敌机”过顶侦察、无线电干扰……
各种“敌情”接踵而来。不少官兵坦言：

这样实打实的强化训练让我们看到了
自身训练水平和实战要求的差距。

他们还以此为契机，组织全团官兵
开展议战议训大讨论，制订《强化训练
指导与训练细则》，为基层开展强化训
练提供指导依据，也为机关开展训练监
察提供了评判标准。

新疆军区某团按新大纲要求从难从严施训

强化训练，战场处处藏“杀机”

本报讯 杜淼杰、李恒剑报道：“如
今上级导调布置的‘作业’少了，基层营
连指挥员自主发挥的空间大了。”4月
初，刚刚参加完对抗演练的东部战区陆
军某旅装步三连连长陈晓源兴奋地说。
在这次演练中，营连指挥员走上前台开
展自主对抗，真正成为演习的主角。

陈晓源介绍，以往营连对抗演练
中，上级导调员如影随形，担当导演角
色，营连指挥员很少有机会能独立组织
作战。
“机关习惯当‘婆婆’，演练时管得

过多过细，很难调动起基层指挥员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改掉过去程式化的
对抗方案和固有套路，才能全面检验
部队实战能力”……一次战斗力标准
大讨论中，陈晓源直接把这个问题摆
上了台面。

他的发言引起大家共鸣，在场的
官兵也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结合大
家的意见建议，旅党委决定在今后的
演练中充分尊重营连主官的自主指挥
权，由各营连按演练计划自主实施。

笔者在此次演练现场看到，导调组
只提供初始态势、对抗规则，不构设想
定的战术情况，不划定地域范围。参演

双方开展情报侦察、组织战斗、指挥协
同，频频过招，打得难解难分。

演练结束，陈晓源立即组织全连
官兵进行复盘检讨，共查找出处置小
股“敌特”袭扰流程不清、无烟灶埋设
不合格、宿营点警戒哨布置不科学等
10 余个问题，并研究了解决问题的思
路办法。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给营连指挥员“松绑”

实兵对抗，陈连长放开了“打”

在火箭军某部通信营，提起罗班
长那是无人不知，讲起他的故事更是
无人不晓。这不，俱乐部传来“海豚
音”——“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
中大声地唱……”爱唱《倔强》的他又
开始抒情了。

罗班长本名罗永祥，是一名报务班
长。最大的特点是不服输、爱较真，浑
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倔劲。

爱和自己较劲，只要认准了就会“一
条道走到黑”。报务专业学习训练，重复
性操作、机械性记忆内容较多，单调无
趣、枯燥乏味，极易产生厌烦情绪。但罗
永祥自当新兵起就开始从事这一专业，
一干就是 11年，其中连续 9年专业比武
排名第一。

爱和别人较劲儿。前段时间，他跟
战友比拼单杠一练习。说好谁做得多
谁就赢，战士夏鹏飞做了 28个，罗永祥
使出吃奶的劲儿也只做到 25个。夏鹏
飞让他认输，他就是不认，趴在杠上不
下来，说是只要不下杠就不能宣布“比
分”，让观战的战友们笑得前仰后合。
直到咬牙突破28个大关，他才罢休。

他还爱和机器较劲。一天下午，营
里组织报务训练，一台发射机出现无功
率输出故障，重启之后正常工作。见此

情形，别人都说“偶发”故障不影响操作
就行。可他却说，要是打仗时“偶发”故
障就耽误事。训练结束后，罗永祥就和
发射机较上了劲，他对着信号流程图上
的 300 多个接点逐个检查、测试，直到
凌晨时分，终于在一个电路板上排查出
一根铜丝接点晃动，经重新焊接后，发
射机再也没有出现过故障。

凭着这股子倔劲，罗班长逼着自己
不断进步、不断成长，在去年底又立了
个三等功。瞧他那副“倔样”，大伙真是
又喜欢又服气。

一句话颁奖辞：“逆风的方向，更适

合飞翔。”这个罗班长倔得可爱，倔得不

平凡。

他的“倔样”让人喜欢又服气
■王栋栋 孙汗青

“教育能不能走点心，哪怕玩点
‘套路’也行啊”“一搞教育就照本宣
科，改一改行吗”……4月 3日，在“传承
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专
题议教会上，第 73 集团军某旅宣传科
科长林锌港组织与会的政治干部观看
视频《教育，我们需要这样的》。诙谐
的语言、个性的表情、善意地“吐槽”，
从兵的角度讲述官兵的真实想法，让
在座的政治干部不时捧腹大笑，继而
又陷入深思。

这种带有“吐槽”的视频，咋就堂而
皇之地登上了“大雅之堂”？事情还得
从一年前说起。

一天晚上，时任人力资源科科长韩
志强在旅政工网“兵情意见箱”里看到
战士们的“吐槽”留言后，心中既愧疚又
疑惑：既然有这么多问题，为何每次机
关下去调研时却没人讲？

之后，他们做出一个大胆尝试：借
鉴网络流行节目，成立军营短视频栏目
组，以各类热点话题和基层矛盾困难为
切入点，通过情景剧式的脱口秀，演绎
官兵身边人身边事，搭建起“吐槽-思
考-明理-解难”的教育平台。

去年 7月部队外训期间，该部组织
大谈心活动，一些单位出现走过场现
象，影响了活动质量。栏目组头顶烈日
走访多个单位，采访近 200 名官兵，连
夜赶制出第一期节目《谈心，我们能不
能走点心》。结果一炮打响，在军内网
发布后，好评如潮。

战士“吐槽”痛快了，可机关和一些
营连带兵人却不“舒服”了。在《基层思
想调查，我有话说》节目里，机关成为
“吐槽”对象：帮带基层“眉毛胡子一把
抓”、统筹工作“各吹各号”、休息时间随
意占用……不少机关干部看后脸红心
跳。

战士们的心声，被部分机关干部和
基层带兵人当成挑战权威的“负能
量”。一时间，栏目组被推上风口浪尖，
要求节目停办的声音不绝于耳。可节
目却得到战士们一致喜爱和支持，大家
说：“我们有槽吐，是因为对单位爱得深
沉，希望它变得更好。”
“‘吐槽’的目的是为了引起关注，

推动问题解决！”旅党委一班人达成共
识：将军营短视频打造成旅队精品教育
栏目，利用“新媒体+轻娱乐+微教育”

的模式，让更多官兵融入节目，在思想
碰撞中析事明理。

随着军营网购越来越普遍，邮件
安全成为各级关注的重点。每个快递
需要接受机关拆封、检验、登记，官
兵的隐私被曝光不说，还有可能造成
物品丢失。栏目组灵机一动，拿着本
子跑到基层一线，收集官兵的“吐
槽”。尔后，又到对口业务科咨询情
况，制作了一期名为 《快递进军营，
咋就这么难》节目，不但反映了官兵
烦恼，更从网购安全方面进行教育引
导。

受节目启发，部队管理科买来 X
光检查仪取代拆包检查，赢得官兵点
赞。参谋魏青朗有感而发：“一开始，
我们认为这个节目是在‘找茬儿’‘打
脸’，后来发现正是那些来自战士带着
‘泥土味’的声音，在基层和机关间架
起了一座连心桥。”

如今，已形成品牌效应的军营短
视频系列，一经网络新媒体二次推广，
迅速吸引了大批“粉丝”。不少教育者
从中探寻到了新思路，教育也越来越
走心。

短视频里不一样的政治教育
——第73集团军某旅搭建“吐槽－思考－明理－解难”教育平台见闻

■张 榕 王路加 谢文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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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章

讲评时间：4月8日

今天上午，连队按计划组织战
场救护训练。训练时我发现，咱们

连那几位比较壮实的同志很“不招
人待见”，几乎没有人愿意和他们结
对子。

其实原因我也知道，不就是因为
他们体形壮硕、不易搬运，怕影响成
绩吗？可是大家想一想，在训练中，

也许你还有得选，可真到了战场上，
哪里还有选择的余地？作为卫生员，
在战场上，难道因为你的战友不易搬
运，你就要放弃他吗？

同志们，“像训练一样打仗，像打
仗一样训练”不能仅仅作为一句口号
挂在嘴边，更要变成行动落实到训练
中去。我希望大家以此为戒，在今后
的训练中，时刻以实战标准要求自
己，刻苦训练、不搞投机取巧，切实
提升打胜仗的本领。

（闵宇祥、张贺威整理）

搬运伤员，怎能“拈轻怕重”

一线直播间

罗永祥正在进行装备训练。

视频栏目

组正在拍摄。

郑 毅摄

小 咖 秀

演员：居恬恬、王蕾、邓心雨、陈嘉

宝；导演：陈思颖

话题一：当下谈心的“常规操作”。

王蕾：小邓啊，听说你最近有点不

开心，怎么啦？跟我讲讲呗。

邓心雨：（说好的保密呢？)没事，

就是有点儿想家。

王蕾：想家了啊？想家是正常的。

不过呢，你不要把这种情绪带到工作和

生活中，对不对？你这样影响了别的战

友多不好啊。@%￥@%￥#……好啦，

今天说了这么多，你应该不再想家了

吧？

邓心雨：不想了。

王蕾：嗯，你这样讲我就放心了

嘛。好了，回去吧。

邓心雨：哦……

王蕾：我真棒！

话题二：谈心，这样操作合适吗？

邓心雨：谈心时，为什么总是“你问

我答”？感觉就是在“查户口”。

居恬恬：谈心应该是平等交流，可

每次班长找我们谈心最后都变成一厢

情愿地说教和灌输。

陈思颖：对不少干部骨干来说，谈

心已成为一项例行工作，而不是真正解

决问题。

王蕾：俗话说得好，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说好的小秘密却被别

人当作“下酒菜”来消遣，谁还会再去

交心。

陈嘉宝：和战士谈心，请多走点

心。切莫去忽悠，忽悠多了，到最后忽

悠的就是自己啦。

栏目组解读：谈心，能不能走点心！

居恬恬：谈心，贵在走心。如果不

讲究方式方法，生搬硬套、墨守成规，

其结果只有“谈”的过程，而无“心”的

交流。

王蕾：或许部分干部骨干还没有意

识到这一点，或许已经习惯，觉得这属

于“常规操作”。但当战士们的信任被

透支时，干部骨干们会发现自己已经被

孤立了。

邓心雨：干部骨干要把谈心的触角

向训练场和生活学习娱乐场所延伸，想

方设法把自己融入到战士们的工作生

活中去，让战士们把你当“自己人”。

陈嘉宝：有了这样的感情基础，战

士们才会信任你，给你“掏心窝子”。这

样才能实现心与心的碰撞，情与情的交

融，从而达到谈心的目的。

军营短视频《谈心，我们能不能走点心？》文本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