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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兵

新闻观察哨

带兵人手记

最后一刻，张云飞“幸运”地打出这

一发炮弹，但幸运的背后其实是平时的

千锤百炼。军人的职业是决生死的职

业，我们在战场上能否“幸运”地生存下

来，完全取决于平时实战化训练是否扎

实。要相信每一滴汗水都不会白流，而

不要有半点“仗一时打不起来”的侥幸。

张云飞，第 76集团军某

合成旅坦克七连上士。2018

年5月，在旅组织的岗位练兵

比武中，夺得坦克射击专业

比武冠军。

夏日戈壁，骄阳似火。祁连山下
的某合同战术训练场，一辆辆钢铁战
车疾驰冲锋、怒吼射击。战车过处，卷
起一道道黄尘，在狂风中升腾、盘旋，
又在隆隆炮声中飘远、散尽。

这里是第 76集团军某旅坦克战斗
射击比赛现场。坦克七连“资深炮长”
张云飞，带领全车人员登车上场，大家
在车内反复沟通，力求万无一失。

比赛要求在规定时间内通过 500
米长的直线形赛道，期间使用并列机
枪命中机枪靶 1个，使用火炮命中坦克
靶 2个。随机出现的靶标，起伏不平的
地势，给这次比赛增加了额外的难度。

随着考官一声令下，坦克像骤然惊
醒的雄狮怒吼着跃出。战斗室内，张云
飞双手紧握操控台，两只眼睛像雷达一
样警惕地搜索着可能出现的目标。
“右前方，机枪靶！”坦克正在加速

还没有行稳，目标意外出现。虽然心头
一紧，但张云飞手里并不慌，迅速旋转
选择开关，瞄准目标后摁下发射按钮。

“嗒嗒嗒……”机枪一个点射，3发
子弹便打出枪膛，正当他扣动扳机准
备继续射击时，机枪意外卡弹。车长
汪继来立即站起来，帮助张云飞退弹、
再上膛，及时排除故障。大家长出了
一口气：再晚些，目标便要超出射界！
“机枪靶代表着战场上的反坦克

手，他们隐蔽性强、距离近、威胁大，射
手如不能先发制敌就将被直接淘汰。”
旅作训科参谋徐磊磊告诉记者，这次
比赛的规则十分苛刻，严格与实战要
求对表。

疾驰的坦克行至半途，一个移动
坦克靶突然出现在了左前方。“移动靶
要考虑双方的相对速度，比打固定靶
难不少。”张云飞丝毫不敢大意，稳住
操纵台的同时，将瞄准镜内的箭头对
准瞄准点测距、锁定，平稳跟踪一段时
间后，果断按下发射按钮。一发炮弹
挟着火焰径直朝着目标飞去。

由于对刚才那发能否命中心里没
底，待坦克从弥漫的烟尘中冲出后，张
云飞又再次瞄准、击发，朝着目标补射
了一次。

连续两次击发，让他耽搁了不少
时间。记者和七连观战的官兵一样，
把心都悬在了嗓子眼。大家知道，张
云飞只剩下最后一发炮弹，必须一击
中的。而更令大家揪心的是，坦克离
终点线只有不到20米。

驾驶员王定国事后告诉记者，当

时有些着急的他用车内通话器请示张
云飞：“班长，还有 20米就到终点了，我
要不要减点速？”“不用！冲过去！”前
面有选手因超时导致成绩降一等，张
云飞不愿犯同样的错误。

剧烈的颠簸中，张云飞的脑袋好几
次磕在了坦克上。他努力稳定身形、屏
住呼吸、瞄准发射，终于在坦克冲过终
点的前一刻，将炮弹发射出去。命中目
标！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让观战的人们
不由得喊出声来：真幸运！

据悉，这次岗位练兵比武竞赛还
设置了某型步战车极限路段行驶、炮
兵夜间捕捉目标等多个实装实弹和实
爆实传课目，实战化水平创历年该旅
同类活动的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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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让人把心悬在了嗓子眼
■本报特约记者 杨 磊 通讯员 金 晶 李忠元

本 报 讯 颜 士 强 、 郭 英 杰 报
道：6月上旬，一场题为“向老一辈
学习致敬、在新时代争当先锋”的
辅导授课在新疆军区某团礼堂进
行。珍贵的史料，充满硝烟气息的
实物，让官兵们身临其境地沉浸在
厚重的团史中。

团政委徐东波介绍，该团前身为
诞生于沈阳的东北坦克大队，是我
军首支成建制坦克部队，先后参加
了辽沈战役、东北剿匪等上百场战
斗。前不久，该团政治工作处 3名官
兵历时 31 天，途经 8 个省份，完成
“红色追寻，重走铁骑路”寻访拍摄
之旅，共收集整理珍贵史料 254G，
带回历史文物数十件，为主题教育
提供了鲜活教材。

主题教育活动中，他们按照团队
“诞生壮大、南征北战、进驻新疆、
戍守边关”的移防发展历史，分步
开展“革命乐观主义教育”“战斗英

雄事迹解读”“传唱战斗经典歌曲”
等活动；组织官兵代表与战斗英雄
视频连线；开展“讲战斗故事、学
优良传统”活动，激励官兵继承老
一辈能吃苦、能攻坚、能克难的精
神。

该团步兵连连长王泽宁谈道，现
如今施训条件越来越好，然而个别官
兵训练“韧性”反而降低了，不敢不
愿吃苦。为此，他把坦克大队在解放
战争时期如何苦中作乐、苦中施训、
苦中创新的故事搬到课堂上，对官兵
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作用。
“我们不仅要在课堂上激情满

怀，更要在练兵备战中满腔热血！”
该团官兵把主题教育的成果化为练
兵场上的动力。连日来，全团多个
连队完成了夜间实装模拟对抗训
练、重装越障训练以及体技能强化
训练，实现全部合格、多半达优的
预期目标。

新疆军区某团用红色资源激发官兵练兵动力

254G珍贵史料成为“活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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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赵欣、王坤报道：下士
杨正辉 400米跑时间缩短 5秒，上士彭
扬 400米障碍实现了从不及格到良好的
跨越……6月上旬，第 73集团军某工化
旅阶段性考核中，筑城伪装营筑城一连
捷报频传。副连长孟运磊拿着连队的训
练成绩登记表高兴地对笔者说道：“看
到大家的进步，我这个军体教员当得很
有存在感！”

改革调整以后，连队有了专设的
军体教员，由各连副连长兼任。据了
解，该旅组建伊始就十分注重基层军
体教员队伍的培养，先后两次组织开

展集训。谁知军体教员上岗不久，却
遭到部分官兵的质疑，大家私下吐
槽：“练那么多课目，考核又不考，有
啥用”“军体训练内容那么多，会不会
贪多嚼不烂”……连队主官更是担心
因体能训练被占用而影响连队整体军
事训练水平。

官兵的吐槽引起了旅党委的高度
重视，他们立即召集营连主官和军体
教员召开训练形势分析会。会上，大
家反思感到，本以为抓好建强军体教
员队伍就能将军体训练提升到一个新
层次，却忽略了对官兵科学施训理念
的培塑，也缺乏军体训练相关配套制
度和规定，制约了军体教员的施教效
果。

针对这种情况，他们邀请军体专家

和驻地体育教练为官兵进行理论教
学，帮助官兵认清军体训练的意义；
将军体训练纳入周计划，并通过举办
趣味运动会等方式增强官兵训练积极
性；把一部分有体育特长的官兵划入
军体训练小组，依托连队自主展开针
对性训练，发挥群众性练兵力量；为
军体训练提供专用场地和训练辅助器
材，提升训练质效。

折返跑、 100 米负重组合训练、
400 米组合练习……训练场上，军体
教员根据官兵的特点，利用杠铃、健
身球、跳绳、组合健身板等辅助训练
器材分组施训，激发了官兵的训练
热情。据统计，上月全团官兵的体
能考核成绩优良率比往期提升近 5 个
百分点。

连队军体教员从官兵吐槽反思提升军体训练质效

军体教员踢开了“头三脚”

去年，刚刚任职副连长不久的我，又
多了一个新头衔——军体教员。面对新
岗位、新角色，连续两年在集团军工化专
业比武中夺魁的我，心里很有底气，决心
把连队军体训练抓出成效。
“孟副连长一来就是各种动作要领练

习，有啥用啊”“跑五公里还搞那么多准备
活动，纯属浪费时间”……谁承想，我毫无
保留地分享训练心得，非但没有得到战友
们的认同，反倒听到不少牢骚。更让我难
以接受的是，连队一些士官骨干都有意无

意地疏远了我，就连平时爱找我聊天的三
班长对我也是不冷不热。
“都是老骨干，习惯了老一套，你突然

要求他们接受你新的训练方法，不让他们
看到甜头怎么行？”连长的一席话提醒了
我。

在连队党支部的支持下，我挑选了部
分有体育特长的官兵成立军体训练小组，
对连队每个人的训练逐一进行分析，制订
相应的训练计划。同时我决定从干部骨
干抓起，带动提升全连官兵对军体训练的
认识。

一班副班长手榴弹投掷全靠蛮力，
成绩一直徘徊不前，还容易造成肌肉拉
伤，可以配合辅助器材进行纠正；指导员

五公里跑摆臂幅度过大，易消耗体力，建
议利用跑步机辅助训练……不久，一份
针对性训练计划便新鲜出炉。

在这份计划的辅助下，一班副班长
手榴弹投远从原来的 52米提升到 63米，
在连队组织的小比武中崭露头角；指导
员的武装五公里也从及格线边缘达到了
良好的标准。找准发力点，连队的军体
训练成绩节节攀升，在最近的一次建制
连比武中一路过关斩将，拔得头筹。
“今年 6月份的半年比武，我看你这

个‘双冠王’要易主了。”连长拿着训练成
绩登记表对我打趣道。然而，作为军体
教员的我，听了却分外开心。

（赵 欣、王 坤整理）

老骨干尝到了“新甜头”
■第73集团军某工化旅筑城伪装营伪装一连副连长 孟运磊

新角色体验

前段时间，为了增强大家以连为家
的意识，我借助“双争”量化这个手段，
每周对战士们做的好事予以加分和表
扬。没承想，鼓励做好事，竟然差点误
导了战士的积极性。

那阵子，每逢周日连队晚点名，我
都会用足时间表扬一周内连队涌现的
好人好事。看着每周好人好事的名单
越来越长，我心里直乐呵，直到后来剧
情发生了“反转”。

有一天晚上我起床查哨，发现新兵
小梁在哨上精神状态不好，我当即提出
批评，他却委屈地道出原由。原来，小梁
是上周为数不多没受到表扬的战士之
一，回班后班长批评了他。为了能得到

表扬，小梁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忙着打扫
连队公共区卫生，导致晚上站哨犯困。

战 士 的 积 极 性 里 还 有 这 些“ 文
章”？于是，我召集所有班排骨干听取
意见。“洒在训练场上的汗水落地无痕、
溅地无声，而每周出公差、帮厨、打扫卫
生等好人好事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做好事受表扬成了普遍现象，没做好
事的就感到自己成了‘落后分子’”……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会后，我仔细翻看前一阶段的周总
结，发现好人好事占了将近大半，而因
警卫执勤、训练考核突出得到表扬的战
士还不到三分之一。

意识到症结所在后，我们支部一班

人很快采取对策：将警卫执勤和军事训
练成绩作为重点，对 9名表现突出的战
士进行加分并张榜表彰。

这周点名时，我重点只表扬了 3件
事：“战士单文政成功处置突发事件一
起、班长杨浩本周教学法考核第一、新
兵杨宏伟这周 3公里考核 10分 14秒破
纪录。”

这件事带给我一个启示：“双争”量
化说到底还是为军事训练这个中心服
务的，我们基层带兵人抓工作、树导向
的时候，一定要对照战斗力这个唯一的
根本的标准，切不可让训练场上的战士
寒了心。

（周 辉、任发源整理）

战士的积极性里有“文章”
■北京卫戍区某警卫团十三连指导员 刘宪州

沙场点兵·聚焦新时代群众性练兵比武

官兵同乐
6月中旬，东海舰队某训练

基地组织开展“知兵、爱兵、懂兵”

活动，引导带兵骨干在训练中当

好严师、在生活中当好兄长，更好

地凝聚兵心士气。看，训练间隙

一连指导员李佳熠和战士开展

“顶篮球”比赛，大家笑得多快

乐!

杨 帆摄影报道

新角色观察

上图：张云飞操纵坦克正在对目标进行射击。 李忠元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