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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悄无声息地出击，抓捕！5月中旬，第71集团军某特战旅下士肖辉力在一次

漂亮的捕俘中，一招制“敌”。鲜为人知的是，肖辉力曾饱受训练伤病困扰，如今再

展英姿重新回到训练场上。 陈 霖、李 林摄影报道
一招制“敌”

主题教育大家讲

新闻观察哨

初夏时节的东海，蓝天寥廓，碧浪
滔滔。翘首眺望海平面那头的一江山
岛，主峰203高地依稀可见。

63年前，三军会战一江山岛，在这
里创造了我军历史上首次联合登岛作
战的光辉范例。

63 年后，当年这场战役的登陆部
队——第 83集团军某合成旅，遴选 10
余名优秀官兵代表，辗转千里来到部队
当年浴血奋战过的地方，踏访昔日战
场，追寻革命先辈红色足迹。

在一江山岛烈士陵园，胸前挂满军
功章的官兵代表们沿着陵园内的 236
级台阶拾级而上。矗立两旁的陆海空
将士雕像，仿佛正讲述那场骑鲸蹈海般

激烈的战斗场景。
“革命先辈开创了‘勇挑重担，合力

制胜，不怕牺牲’的‘一江山精神’，我们
踏着先辈的足迹，更要铁心跟党走，无
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决不退缩。”第
一次踏上浸染先辈鲜血的这片热土，四
级军士长张凤刚抚摸着弹痕累累的战
壕不胜激动。

随后，全体人员乘船登上一江山
岛，开始向主峰203高地整装进发。

峭壁陡崖间，迎风飘扬的“尖刀五
连”连旗格外鲜艳。打旗的上士名叫贾
楠，在前不久组织的创破纪录比武中，
他击败了多名比自己年轻的“种子”选
手，一个人打破了3项比武纪录。
“当年，为了将红旗插上一江山岛

主峰，5名先辈相继牺牲。作为英雄的
传人，今天，我要把手中的这面连旗再
次插上 203 高地！”贾楠一直走在队伍

的最前方，迎着呼啸的 7级海风，双手
握紧旗杆向着高地峰顶奋力攀登。

63年前，主攻 203高地的正是战功
赫赫的“尖刀五连”。他们第一个抢滩
登陆，全连参战 227人，在仅剩 38人的
情况下攻占 203高地，将胜利的旗帜插
上一江山岛主峰。
“冲啊——”临近峰顶，全体人员群

情豪迈，簇拥着红旗向 203高地发起冲
锋，把胜利的旗帜插上了一江山岛。

站在峰顶，俯瞰全岛，战士们激情
澎湃，齐声朗诵张爱萍将军的《沁园春·
一江山渡海登陆战即景》：“雄师易统，戎
机难觅；陆海空直捣金汤，锐难当……”
“通过实地探访，革命先辈们用生

命与鲜血铸就的优良传统变得可感可
触，真正融入官兵的心灵和血脉，成为
官兵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活动现场，
旅政治工作部副主任付项聪点评道。

第83集团军某合成旅组织优秀官兵代表实地开展主题教育——

把课堂“搬”进先辈的战场
■张 巍 曹志国

一线直播间

新条令链接

编余小议

坚 决 清 理 土 政 策 土 规 定

时隔一个月，经过几番周折后，我
终于又回到了女儿班里的家长群。

上个月，为防止网络失泄密，旅里
下发了一份要求各单位清理微信工作
群的通知。我们艇去年才列装，当年年
底被评为先进，为了“高标准”落实上级
通知要求，避免在安全稳定问题上“翻
船”，艇上很快便出台了一项硬性规定：
所有人必须退出一切微信群，每周不定
期进行抽查，违者军人大会做检查。按
照艇上的要求，我不得不退出所有微信
群，也包括女儿班里的家长群。

当天晚上，爱人就打来电话埋怨：
“平时你不能回家照顾孩子也就算了，
现在连家长群都退了，是不是想当‘甩
手掌柜’！”经过我反复解释，爱人的怨
气渐消，但还是很不理解：“家长群又不
是工作群，怎么就让你泄密了？哪怕你
在群里‘潜水’也行啊……”禁不住爱人
的软磨硬泡，我又悄悄回到家长群。

可没过几天，艇上进行突击检查，
我被抓了“现行”。在艇长的监督下，我
当场退群，并在军人大会上做了检讨，
而这也是我当兵 16年来第一次以这种
方式登台亮相。

颜面扫地的滋味别提了，爱人那一
关更让我头疼。心烦意乱之下，我和她
大吵了一场。

就在我两头受气的时候，旅机关
派出工作组到艇上调研官兵思想情
况。座谈中，我索性将这次退群带来
的困扰一股脑地倒出来。没想到，一
石激起千层浪，其他战友也纷纷吐槽：
电脑迷李宝桦因为退群令，不得不离
开电脑技术交流群；下士唐锐杰退出
同学群后也很无奈，招来不少同学误
会……大家的吐槽，让一旁的艇主官尴
尬不已。

听完大家的烦恼，组织座谈的旅
政治工作部主任袁熊严肃地对艇领导
说：“这种对上级规定随意加码的做
法，明面上是方便了管理，但长此以

往，影响的是兵心士气，损害了基层全
面建设。”

第二天，艇上收到一份问题整治
清单，要求基层单位对打着严格管理
旗号损害官兵利益的问题倾向，进行
一次彻底排查。当天晚点名时，艇长
专门向大家道歉，艇里自行颁布的“退
群令”宣告作废，我这才名正言顺地回
到女儿家长群。

（王 超、何 润整理）

一道“退群令”几多烦心事
■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船艇大队四级军士长 王建平

《军队人员使用微信“十不准”》

明确规定，军人不准加入有各种不

良倾向的微信群。这条规定实际上

在军人加入微信群的问题上明确了

底线，划出了界限。法无授权不可

为，官兵行使正当权利应当不受限

制，加强微信群管理一定要依法依

规办事，绝不能脱离法规制度“私搭

乱建”、各搞一套，损害法规的严肃

性和公信力。

依法管理需防“私搭乱建”
■张科进

最近，细心的陆军某工程维护团

一营三连指导员刘彦男发现，有的年

轻官兵在施工过程中对施工器材不够

爱惜，施工结束后保养器材不够认

真。为此，在“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

军重任”主题教育课堂上，刘指导员

“请”出了连队荣誉室里那把先辈曾经

像爱护生命一样倍加珍惜的电镐，给

全连官兵上了精彩一课。

前两天，我发现有部分同志对施工
器材不够爱惜，存在保养不够及时的问
题。有人认为，施工器材是用来施工
的，能够保证正常使用就可以了，没有
必要保养得那么好。今天的授课咱们
就从讲桌上的这把电镐讲起。

1966 年 5 月 24 日，时任连队保管
员的龚家宏和平时一样，在清点完
物资后随连队战友进入坑道施工。
突然，通讯员神色慌张地跑进坑道
通知：“坑道有垮塌征兆，上级让你
们迅速撤出！”听到消息，现场指挥
员立即组织施工官兵第一时间撤出
了坑道。

已经跑到坑道口的龚家宏突然脚
步一顿，似乎想起了什么，转身往回
跑，边跑边喊：“我回去拿电镐！”尽管
摔了好几跤，也受了一些皮外伤，但龚
家宏抱着电镐从坑道奔出来时，就跟
抱着自己孩子一样一脸欣慰，而全连
战友也像迎接功臣一样拥抱了他。在
之后的施工中那把电镐一直陪伴着官
兵，并在工程竣工后，进入连队荣誉
室，保存至今。

可能有的同志会认为，不就一把电
镐么，值吗？如果我们了解当时的施工
环境和条件，恐怕就不会这么想了。这
把电镐是连队当时唯一的“现代化”工
具，没有电镐，连队在施工过程中只能
用大锤砸、用钢钎撬。在施工任务最紧
张最繁重的时候，这把电镐是全连官兵
的“宝贝疙瘩”，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
作为保管员的龚家宏更是恨不得每天
搂着它睡觉。在异常艰苦的施工条件
下，老班长心中念着的就是保护好、使
用好这把电镐。

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明白了这把
电镐的意义。它不仅仅是连队的“传家
宝”，更是前辈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
战斗”精神的生动写照。同时，它也见
证着我们的装备转换升级，激励着一茬
又一茬的战友为国防工程事业奉献自
己的青春年华。

我们连队现在也不乏“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战斗”的战友。连队电专业

四级军士长陈林威不仅任务面前敢冲
锋，而且对器材装备认真负责，在之前
一次高强度施工作业中，他拿出有限的
休息时间默默地给施工器材除锈、上
油，整个施工过程中他负责的器材没有
出现任何损坏，保证了施工进度按计划
推进。

战友们，我们手中的施工器材就
是我们的武器，虽说时代在变化，但我
们工程兵以装备为生命的精神不能
丢，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红色基因不
能丢。作为新时代的工程维护兵，我
们必须守护好自己的“精神资产”，真
正做到“守大山就是守江山、守洞门就
是守国门”，守住我们的红色江山，讲
好我们的红色故事，担当起我们的强
军重任。

（白 萌、刘子源整理）

上图：该连放置在荣誉室的“传家

宝”——电镐。

今天，你能读懂荣誉室里那把电镐吗？
■陆军某工程维护团一营三连指导员 刘彦男

授课背景

课堂回放

本报讯 贾云辉、姚国玉报道：“看
到先辈用生命锻造打不垮、炸不烂的钢
铁运输线，深深感到身为‘神龙传人’的
光荣与骄傲……”5月初，郑州联勤保障
中心某独立汽车营组织官兵集体观看
反映营队历史的电影后，大家讨论热
烈。
“新大纲实施后，有些官兵面对高

难课目心生怯意……”营长孙衣龙介绍
说，为了在潜移默化中激励官兵士气，
营党委一改过去“喊口号”“贴标语”的

做法，组织官兵集体观看展现该营在抗
美援朝战争中浴血奋战的电影《神龙车
队》。

才出大礼堂，又入营史馆。前辈
们在辽沈战役、抗美援朝战争、国际维
和中的光荣战绩印证了电影里的情

节，在随后的“大家谈”环节，官兵纷纷
针对自身弱项立下军令状。大家表
示，作为“神龙车队”传人，越是在改革
关头，越要将优良传统铭记于心；越是
在调整之际，越要将血染的战旗扛在
肩头。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独立汽车营

看电影学营史强士气

营连日志

本报讯 徐水桃、韩玄报道：5 月
初，中部战区陆军某旅在野外驻训场
组织坦克战斗射击实弹考核。令人
意外的是，参考的 100 个车组中虽然
有多个车组打出了四发四中的优秀
成绩，却因不符合新大纲要求被降低
考核成绩，最终仅有 3 组被评为全优
车。

考核中，素有“神炮手”美誉的该旅
坦克一连炮长尤冲，带领所在的 104 车
一路过关斩将，短短 90秒内在运动中让
2公里外 4个随机显示的目标靶频频“开
花”，四发四中赢得“满堂彩”。

然而，当尤冲信心满满地走下考场
时，考核组公布的成绩却让他和所属车
组乘员傻了眼——良好。

面对大家的质疑，作训参谋李永
军拿出新版《陆军军事训练大纲》解释
道：“104 车虽然射击成绩优秀，但射击
过程中坦克平均运动速度不够，不符
合第十一款第 5条的规定，射击成绩降
低一等。”听了考核组的裁定，尤冲所
在车组心服口服：“以往只要炮打准了
就是优秀，没想到现在考核标准卡得
这么严，以后一定要按标准严格施
训。”
“宁要符合大纲要求的及格，不要

含有水分的优秀。”训练讲评会上，副
旅长李玉强一针见血，“新大纲施训必
须从一开始就把训练考核的高标准、
严要求立起来。”考核中，他们不仅严
格按照新大纲要求，针对射击时短停

超时、跃进距离不足、机枪射击未命中
目标等 6 类违规情况分别对相关车组
降低了成绩等级，还通过缩短目标显
示时间、构设无线电干扰环境等手段，
进一步加大了考核难度。

不仅如此，他们还重点围绕大纲新
增和变化课目，认真查找日常训练中与
新大纲标准不相符的地方。先后纠正了
运动中通信未设置跳频参数、火炮校正
未用实弹检验以及通信综合基础练习未
设置故障等多种
错误做法，并研
究制订了相应整
改措施，引导官
兵牢固树立战斗
力标准。

中部战区陆军某旅按照新大纲标准从严组训施考

多个车组被降低考核成绩等级
本报讯 江本晖报道：“前方 7公

里发现‘敌’隐蔽步兵阵地，命令二连
实施压制射击。”5 月上旬，第 76 集团
军某合成旅训练场上，炮兵营营长赵
志远刚下达模拟作战命令，榴炮二连
官兵便迅速出动占领发射阵地，解算
诸元、装定表尺、瞄准射击，所有动作
一气呵成。
“为何没有使用火控系统进行自

动瞄准，而是仍旧采用人工操作？”看
到这一幕，现场进
行训练监察的旅作
训科科长鱼关荣皱
起了眉头。鱼科长
随后到其他连队调
查，发现这种现象

并非个例。图上作业时，官兵弃集定
位、导航、发送报文等功能于一体的
北斗手持机不用，转而用手机进行定
位导航；授课现场，面对指挥信息系
统操作课目，教练员居然只是简单讲
解操作流程等内容，对功能构造只字
不提……

为何有了新装备不练新技能？
鱼科长将此类情况整理上报后，立
刻引起了旅党委一班人的重视。当
周的交班会上随即达成共识：“新装
备刚配发，训练时存在困难很正常，
但不能遇到困难绕着走，而是要本
着对战斗力负责的态度，把遇到的
难题作为攻关方向，以钉钉子的精
神破难解题，不断把实战化训练引

向深入。”
此后，为了让新装备尽快形成战

斗力，该旅推出一系列务实举措。
组织专业骨干赴院校进行培训，培
养一批技术能手；向上级和兄弟单
位协调新装备学习资料、教学视频，
帮助官兵全面掌握新装备性能、构
造等知识；要求训练督导组对新装
备训练进行专项督查，定期通报各
单位训练情况；此外，该旅还通过模
拟战时条件，对新系统、新器材进行
实战化检验，拉近训练场与战场的
距离。

上周，该旅组织全体干部进行北
斗手持机考核，平均用时较前期缩短
了 21秒。

第76集团军某合成旅以问题为导向抓实战化训练

有了新装备为何不练新技能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试

行）》第二百八十四条中规定：严禁以

部队番号、代号建立QQ、微信、微博等

网络社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