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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基层干部与战士朝夕相处，理应同

战士打成一片。然而通过上面两个例

子，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带兵人虽然表

面与战士一起生活娱乐，但实际上却还

存在着隔膜：一起玩游戏，却不允许战

士有自己的主见和发挥；同在一张牌桌

上，却不知战士心思不在牌局中。究其

原因，还是没有理解“五同”的真谛。落

实“五同”仅仅停留在口头和形式上，以

致出现“同玩不同心”的现象。

身入更要心入。新时期的战士思

想活跃、自主意识强，这对带兵人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只有既“走近”官兵又

“走进”官兵，多往排房里钻，多往兵堆

里扎，多站在战士的立场上思考问题，

才能在同甘共苦中增进感情，在摸爬

滚打中掌握实情，在上下一心中不断

夯实基层的根基。

走近≠走进 身入更要心入
■第82集团军某合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黄希能

“真没想到是它暴露了位置，引来
‘蓝军’一路袭扰。”谈到不久前的那次经
历，第 71集团军某旅坦克六连上士武志
至今心有余悸。

智能手机开放后，高科技产品在官
兵中悄然兴起，不少官兵从网上购来的
智能手环，不但轻便灵巧，还具备测算步
数、心率、卡路里消耗和来电提醒等诸多
功能。看着身边战友纷纷戴上手环，武
志也紧随“潮流”买了一个，每天同战友
PK 训练量，看着自己在排位榜居高不
下，训练劲头愈发高涨。

一日凌晨，紧急集合哨音划破楼道的
寂静，武志所在营组织 20公里战斗体能
强化训练。为防“蓝军”袭扰，部队按夜间
行军要求严格管制灯火和无线电静默。

按理说防范如此严密，“蓝军”应该
很难发现行军队伍。然而，部队出发没
多久，“蓝军”便一波又一波地“黏”了上
来：渗透、伏击、袭扰……武志所在连队
更是被“重点照顾”，先后遭遇4波打击。
“我们明明防得很隐蔽，咋还会被你

们发现？”事后，一脸疑惑的武志从“蓝
军”指挥员口中探得实情：“在灯火管制
前提下，想对你们袭扰本来很难，可队伍
中总能看到微弱的光点，这在黑暗中无
疑就像靶子一样，只要及时追踪肯定错
不了！”

指挥员口中的光点，其实就是智能手
环亮屏时发出的光。为方便察看，很多佩
戴手环的官兵将手环设置为“抬腕亮
屏”。然而官兵在行进过程中不自觉地就

会抬高手臂，原本集省电与便捷为一体的
智能手环一下子成了“移动靶标”。

一 个 连 摔 了 跟 头 ，全 旅 捡 个 明
白。随后，他们利用教育时机围绕“高
科技产品在军营的正确打开方式”组
织官兵展开讨论，一方面引导官兵合
理使用高科技产品，另一方面积极探
索如何发挥高科技产品优势，助力部
队战斗力提升。

前不久，在一次侦察专业综合演
练中，在北斗导航和军用图纸被判定
无法使用的情况下，该旅某营支援保
障连班长宋恩军带领全班，灵活运用
无人机侦察地形，迅速定下行军路线，
领先对手到达指定地域，夺得演练第
一名。

披星戴月隐蔽前行，不料行迹暴露被潜伏跟踪，第71集团军某旅

剖析典型事例强化官兵实战意识——

究竟是谁泄了密？
■于 航 吕 威

值班员：陆军某团伪装一营伪装工

程连连长 周程浩

讲评时间：4月9日

开训以来，我们按照实战化要求
常态组织夜训，从紧急拉动、按图行
进、机械装备无光操作使用到现在的
机械装备伪装，训练内容越来越复杂，
难度越来越大，危险系数也越来越
高。为此有骨干建议在夜训过程中适
当打开几盏车灯用以照明，却被我拒
绝了。

大家不妨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组

织夜训，夜训的目的又是什么？如果
在夜训的过程中开车灯，夜训还有什
么意义？

从近几年我们在驻训演习中进行
的夜间伪装作业训练来看，伪装效果
差强人意，究其原因正是因为我们“不
懂夜的黑”。同志们，夜训不能靠自欺
欺人那一套，只能靠平时扎实的训练
才能弥补。只有在黑夜中练就过硬本
领，我们才能确保完成多样化伪装保
障任务。

（张 贺、刘 盼整理）

夜训要懂“夜的黑”

本报讯 林健、特约记者代宗锋
报道：4月初，随舰执行任务的东海
舰队厦门舰操舵兵谢祺一下战位便来
到舰艇活动室，打开电视里的“教育
超市”数据库，点播昨晚因值更而缺
席的两会精神专题教育视频进行学
习。
“教育超市”随舰“行走”还真是

件新鲜事。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随
着海军使命任务拓展，舰艇长时间在
海上遂行演训任务已成常态。一方
面，由于任务连轴转，搞教育时经常
因舰员值班值勤而无法同一时间覆盖
全员，只能课后另找时间组织补课，

既浪费人力，又挤占了官兵训练和休
息时间；另一方面，舰行万里大洋，
网络不通、信息闭塞，对于带兵人来
说，依托单舰搞教育常常面临“巧妇
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

针对以上问题，该舰围绕“打造
施教者的资料库、官兵们的大课堂”
这一思路，充分利用舰艇完备的内部
局域网络和电视点播系统，整合各级
教育资源，打造出一个内容丰富、信
息海量的在线“教育超市”。

记者点开“教育超市”目录，发
现仅关于主题教育一项内容就有 300
多个条目。该舰政委宋振明介绍说，

为了建好“教育超市”，他们安排专
人负责收集、拍摄和上传相关教育
视频，并在舰艇执行任务期间，专
门协调机关利用岸舰一体平台传输
最新信息。同时，他们还对教育自
选内容点播库进行扩容升级，吸引
官兵主动走进“教育超市”，自主接
受教育。

足不出舰资源来。该舰对空部门教
导员何志斌兴奋
地告诉记者：“自从
有了‘教育超市’，再
也不用为缺少教育
资源而苦恼了！”

东海舰队厦门舰用好政治教育新载体

舰行大洋有了“教育超市”
本报讯 柴永祥报道：“杜干事，

感谢您的协调帮助，我家的涉法问题
已经解决了……”不久前，接到战士
小李的报喜电话，火箭军某团政治工
作处干事杜宏图心中感慨万千：蹲连
住班必须主动“蹲下去”调查研究、
“靠上去”指导帮带，才能赢得官兵们
的尊重和支持。

前不久，杜宏图首次被安排蹲连
住 班 。来到连
队，他感觉从头
至尾被官兵奉为
“座上宾”。平
日 里 大 家 对 他

恭恭敬敬，可在座谈了解连队建设情
况时却都闪烁其词。转眼到了蹲连结
束该汇报工作的时候，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啥都没调研出来，只好临时东拼
西凑编了几段“车轱辘话”交上去，
结果露了馅儿。
“你把自己当过客，战士们自然

把你当外人！”团领导的一番话，让
杜宏图如梦初醒。思索再三，他决定
“回炉”重新蹲连。这次，他开始转
变工作思路，以前是“听听看看、走
走转转”，现在是主动“蹲下去”“靠
上去”。任务现场不当旁观者，官兵
急事难事第一时间解决，很快就成为

基层官兵的“贴心人”。在得知战士
小李的家人因劳务纠纷产生涉法问题
后，杜宏图立刻协调机关相关科室为
小李提供法律援助，最终帮助小李和
家人走出困境。
“带出战斗力、帮出新方法、蹲

出真感情。”调整改革后，面对所属
分队人员装备新老不一、建设基础
参差不齐等难题，该团多次组织党
委常委和机关干部赴基层蹲连住班
调查研究，全面摸清建设底数。一
批 制 约 战 斗 力 提 升 的 难 题 得 到 解
决，为部队全面建设夯实了基础、
积蓄了能量。

火箭军某团党委机关大力加强调查研究

蹲连住班当好“贴心人”

潜望镜

新闻观察哨

值班员讲评

三言两语

前不久，随着一纸命令，我从机
关干事调整到连队指导员岗位。为
了尽快融入连队，我本想周末组织一
场扑克游戏“够级”作为突破口，没承
想却事与愿违。

那天牌局开始后，我运气极佳，
出牌频频“开点”，对家根本拦不住
我；“憋对家”次次成功，他们的手牌
几乎无法出手；战至关键时刻，我还
总会第一个“杀出重围”，让对家又气
又无奈。

可是打了几局后我就感觉不对
劲。作为连队公认的“两大高手”，上
士李凯出牌接连失误，老班长李陆明
算牌能力如同“掉线”，两人配合毫无
默契可言。

留心观察后，我终于发现了端
倪：尽管大家面红耳赤，看似“战况
激烈”，但无论欢呼还是懊恼，他们

的表现都有些刻意；而且对家的几
名战士仿佛得了“多动症”，时而抓
耳挠腮、摇头晃脑，时而挤眉弄眼、
小动作不断……
“你们该不会在故意输牌吧？”我

突然起身发问。一时间，大家的笑容
凝固了，场面瞬间变得十分尴尬。

眼看着“演”不下去了，李凯只能
道出实情：“指导员，您平时工作要求
严，经常板着脸，对我们又总是表扬
少批评多，大家都不太敢靠近您。您
叫我们打牌，我们怕您输了会不高
兴，才故意让着您的！”

看似“官兵同乐”，实则“自
娱自乐”，一场“够级”大战就这
样草草收场。回到宿舍后我冷静反
思：时代在进步，官兵关系不是靠
打几场牌就能融洽的；带兵人的威
信，也不是靠在工作中板着脸就能

树立的。
于是，我告别“板脸”，训练场

上，每次都跟着班排官兵一起爬战
术，互相鼓劲、互相比拼；休息时
间，我特意多学了几门“手艺”，
无论是老兵还是新兵，我都能和大
家玩在一起；谈心交流，我也不再
把战士叫到会议室了，宿舍、饭
堂、俱乐部都成了我谈心场所……
渐渐地，战士们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心态越来越放松，氛围越来越和谐。

上周末“战局”再开，我一边摸
牌一边哼唱《演员》：“你又不是个演
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战士们会
心大笑，不再飙演技，开始炫牌技。
一时间，牌局中杀招频出、战况激
烈，李凯感慨道：“就这个 feel 倍儿
爽！”

（徐晋军、王 亮整理）

“够级”大战，高手为何接连失误
■第82集团军某合成旅侦察二连指导员 胡志威

带兵人手记

“小陈，快来王者‘开黑’！”上
周六晚上连队组织自由活动，我刚
取回手机，就听到走廊里传来连长
熟悉的嗓音。

看着战友向我投来同情的目
光，我长叹一口气，无奈起身。其
实，不是不想玩，平时工作节奏
快、训练强度大，手游竞技是我放
松娱乐的最佳途径；也不是不会
玩，无论是“法师”还是“刺客”，
我的操作水平都不赖。真正让我兴
致全无的，是连长常挂在嘴边的那
句“听我的”。

记得第一次和连长“开黑”，游戏
刚开始，他便下了“命令”：“我带节
奏，你打辅助；齐头并进，分进合击；
草丛埋伏，守株待兔……”我赶紧
“听口令做动作”。

可开局不久，连长就因判断失
误，陷入了对方的陷阱，一轮“集
火攻击”，他不幸“牺牲”。“你怎么
不及时营救！”面对连长充满责备的
抱怨，我连忙认错。

还有一次战况胶着，连长给我

们发送“全军撤退”的信号，可我
却发现对方队形有破绽，凭借自己
熟练的技术送给了对方一记“五
杀”“团灭”。虽然凭借我的精彩操
作取得了游戏胜利，可连长的“复
盘总结”却让我听起来不是滋味：
“打游戏好比打仗，服从命令是天
职，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自作主
张！”

几场游戏下来，输了要我“背
锅”，赢了还要被“讲评”，那感觉
真是如履薄冰。
“在训练工作中，咱必须得服从

命令，听从指挥，可在游戏里，还
得是谁技术好听谁的，不能谁官大
听谁的，要不怎么玩下去……”这
天在游戏中连输 3 局，连长郁闷地
起身去门外抽烟，我们几名战士便
小声议论起了连长在游戏中的“跋
扈”表现。
“咳咳……”不知啥时候，连长

竟然站在了门口，原来他忘带打火
机了。顿时，娱乐室内的空气瞬间
凝固了。

“ 我 都 听 到 了 ， 确 实 是 我 不
对。”连长让我们坐下，真切地说
道：“将连长身份带入游戏中，不停
地发号施令、批评讲评，不但减弱
了游戏的乐趣，而且让大家相互之
间产生隔膜。依我看，以后在游戏
里，就让小陈给咱带节奏吧！”

听罢，我长舒一口气。那天晚
上，我们又痛痛快快地打了几场，
竟无一败局。

如今，连长逐渐在游戏中找到了
自己擅长的角色，为同伴“加血治
疗”，帮战友“承担伤害”，连长的“辅
助”打得有声有色。慢慢地，越来越
多的战友“开黑”时喜欢邀请连长，
你听，节假日走廊里又传来了那句
呼唤——“连长，来一局！”

（何孝林、周 强整理）

这局游戏，连长让我带节奏
■第82集团军某旅榴炮二连指挥班列兵 陈超凡

点 评

仗要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战争的

问题必须在训练中解决。想要掌控未

来战场的“制夜权”，就必须在今天的

夜战训练中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坚

决堵住每一处制约战斗力生成的“漏

光点”。

（李佳豪）

4月上旬，作为“全国青少年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基地”的

第73集团军某旅，协助驻地小学开展“国防教育日”活动。在该旅警卫

勤务连班长尤青山吹奏的《血染的风采》笛声中，官兵们与师生共同擦拭

烈士墓碑、描红墓志铭，接受心灵洗礼，传承红色基因。

张 榕、谢文剑摄影报道

笛声里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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