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下武器，在赛场上凭借竞技水平公平

较量；先进炫酷的军事装备，各具特色的军容

军貌让人眼花缭乱；部分项目比赛代表世界

顶尖水平，不输奥运赛事……日前，随着第七

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全体会议的结

束，这届将在我国武汉举办的军运会再次引

起人们热议，让人充满期待。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主题是“共享

友谊、同筑和平”，预计将有100多个国家、

近万名选手参加。据军运会执委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目前已从场馆建设等准备阶段全

面进入以竞赛项目为主的筹备阶段。

与奥运会一样，军运会的主旨词之一也

是“和平”。不同的是，以“体育传友谊”为主

旨的军运会，由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主办，

每4年一届。因为是和平时期各国军队展

示实力形象、增进友好交流、扩大国际影响

的重要平台，很多比赛项目“军味”浓郁，军

运会因此也被称为“军人奥运会”。

从古至今，军人和体育始终有着不解之

缘。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很多比赛项目都是

从军事训练中演变而来。标枪源于一掷可以

制敌的投枪，铅球源于古代炮兵石制的球形

炮弹，击剑源于士兵之间的剑术比拼，射箭是

冷兵器时代远距离攻击的重要手段，而马拉

松长跑则是为了纪念古希腊的一名传令兵。

曼德拉说：“体育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体育的力量无与伦比，它能激励人民，团结人

民。”在这股力量感召下，无数人以体育的方

式跨越国界，用体育的语言祈愿和平。

被誉为“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的顾拜旦，

童年在诺曼底生活时，被笼罩在普法战争失

利的阴霾下，因此诞生了体育救国的梦想。

而他对体育最深刻的理解，莫过于《体育颂》

中的点睛之笔——“啊，体育，你就是和平！”

与此同时，他那句“将全世界的年轻人召唤

到运动场上竞争，而不是到战场上拼杀”更

被奥运人奉为圭臬。

在和平旗帜的引领下，体育与“休战”同

行。1914年12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的第5个月，整个西部战线发生了一件“奇

怪”的事——圣诞节期间，西部战线的交战

双方突然停火。在比利时小镇伊珀尔，5个

月来打得你死我活的英军和德军士兵干脆

办起了足球赛。这就是著名的“圣诞停火”。腥风血雨下的这场足球赛，成为人们

祈愿和平的象征。

体育比赛，代表了人类对和平友爱的永恒追求。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期

间，在联合国和国际奥委会的共同努力下，波黑交战双方得以停战。这件事给了

国际奥委会以启示：可以利用奥运会对战乱进行和平干预。翌年，联合国通过有

关决议，呼吁各国在奥运会开幕前7天到闭幕后7天休战。

旌旗猎猎非为战，体育始终与和平息息相关。奥林匹克圣火之下，人们暂时忘

却分歧，转向竞技的赛场，展开友好的比拼，让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

信仰的人们相互融合。里约奥运会上的“难民代表队”、悉尼奥运会上朝韩运动员

手拉手入场……体育传递和平，体育促进和平，体育呼唤和平，早已成为全球共同

的心愿。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但天下仍不安宁，硝烟仍未远去，新的

挑战层出不穷，人类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沟通理解、交流合作。军运会正是和平

年代各国军人友好交流的重要平台。已经举办的6届军运会，每届的口号都与

“和平”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众多国家的军人相聚在体育赛场，彰显了军人对

和平与友谊最为热切的期盼和追求。

中国文化里的“止戈为武”，鲜明地指出了军人是为了捍卫和平而存在的。上

战场是为了和平，上赛场更是为了和平。积极参与体育比赛并主办世界大赛，是

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促进和平的最好诠释。

“共享友谊、同筑和平”，不仅仅是一句办赛口号，更是中国军人祈愿和平的时

代之声，也是中国军队捍卫和平的铿锵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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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士官最美？前不久，海军

某部组织“最美士官”照片海选，组织者

在整理收集到的近千幅照片时发现，

80%以上的照片是士官们专注工作的特

写。无独有偶，在《解放军报》每周二的

“士兵面孔”专版中，细心的读者发现，

士官主人翁的照片配图，绝大多数也是

士官们聚精会神工作时的镜头。

士官大多奋战在技术岗位，也是操

作武器装备的主体，要想成为本专业的

大拿、高手、行家，没有过硬的技术是不

行的，没有一颗匠心是做不到的。可以

说，大家之所以对技高一筹的士官“一

见倾心”，欣赏的正是他们那颗对专业

精益求精的匠心。正是匠心，让他们有

了“几把刷子”，有了被网友们称赞“帅

爆了”“酷毙了”的好样子。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现实中也有

不少士官对工作缺乏匠心。有的选取

为士官后便自认进了保险箱，没了上进

心；有的工作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专

业上不冒泡也不冒尖；还有的平平安安

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沓沓混

日子，年年如此老样子。这样的士官，

对工作不尽心用心，没有匠心，即便“美

颜”得再好，在官兵眼里的样子也是“绣

花枕头”。

工人没有匠心，难成大国工匠；士

兵没有匠心，难成标兵尖兵。匠心是一

颗“心”，“心”是一种情结，一种价值

观。涵养这颗匠心，需要更多心无旁骛

的“一根筋”，而非心猿意马的“一窝

蜂”。有了这颗匠心，就会坚守初心、拒

绝浮躁，就会对专业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对技艺追求至精至善，从而把好样

子刻在战位上，立在兵心里。

“个头不高”“黑不溜秋”“满脸皱

纹”……初见火箭军某旅一级军士长王

忠心时，不少人都觉得他是“黑矮瘦”。

然而，看了他的简历，特别是目睹他导

弹测控的各类绝活后，人人都觉得他是

“高富帅”。谈起士官的样子，王忠心曾

说：“最有魅力的样子来自最有实力的

里子。一颗把专业做到极致的匠心，是

塑造兵样的核心。”

令人欣喜的是，在藏龙卧虎的营

盘里，像王忠心这样把匠心融入内心

的士官越来越多：一级军士长、北海舰

队航空兵某旅修理厂无线电技师黄良

平对一个瑕疵也不放过，让飞行员赞叹

“飞老黄修的飞机，我们最放心”；一级

军士长巨孝成对列装的无人机各项数

据“一口清”、电路图表“一笔成”、装备

故障“一摸准”，让他的徒弟们称赞“在

我们眼里你永远最美”……正是千千万

万这样对专业满怀匠心的士官，在人们

心中塑造起了顽强、坚韧、勤奋、质朴的

群体形象，向世界展示了新时代士官的

风采。

匠心贵在专心、难在恒心，成于一

心一意，败于三心二意。独具匠心方能

独领风骚。然而，“心”字难表，三点如

星，横钩似月，易摇而难定，易昏而难

明。只有视工作如掘井，少些浅尝辄止

的任性，多些“掘地三尺”的韧性，才能

“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时代在变，匠心也被注入了新的内

涵。以前说起某个士官有匠心时，人们

脑海中多会浮现出严肃刻板、“油乎乎”

的形象。在海军某旅组织的群众性练

兵比武现场，一个个略显“白净”的士官

颠覆了人们对士官的印象。一名士官

坦言，“不断吸收科技创新的前沿成果，

对自己的技术进行升级换代，同样是匠

心的应有之义。”“创新决定能飞多高，

匠心决定能走多远。”由此可见，紧跟技

术进步，始终用望远镜看创新，用显微

镜看匠心，让创新与匠心完美融合，“士

官力量”就能得以持续迸发。

《匠人匠心》中说：“一辈子总是还

得让一些善意执念推着往前，专注做点

东西，去交付给光阴与岁月。”在强军兴

军的恢弘舞台上，铆在岗位上如饥似渴

地学习高新技术，在严酷的训练中百炼

成钢，在平凡岗位上燃烧激情，匠心就

一定会把每一名士官塑造成让人崇敬

的“军人的好样子”。

（作者单位：69245部队）

兵样都在匠心中
——激发强军中的“士官力量”④

■张岩军

“让训练的标尺比战场再高一寸”，

火箭军“巡航导弹第一旅”营长罗寅生

践行着这一信念，带出了一批能打仗的

兵，让所在营成为响当当的金牌营。

训练是战场的预实践，训练的“坐

标”位置永远是战场。正所谓，“平时多

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平时刻苦训

练、训到极致，始终紧盯着战争的前沿，

战时才能有超越强敌的硬功；平时闻惯

了训练场上的硝烟味，到了战场才敢在

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平时经历战场

环境的严酷训练磨砺，到了战场上才

会有应付自如的心神底气。试想，如

果训练的要求达不到战场的要求，总

是四平八稳，甚至偷工减料，那还能决

战决胜吗？

实战化练兵要求严了，意味着要经

受真枪实弹、真实环境、真导实演、真考

实评的千锤百炼，意味着风不吹雨不

淋、舒舒服服的“好日子”不复存在，意

味着训练强度更大、安全风险系数更

高，意味着沙漠戈壁、高原深海的险恶

环境将“见怪不怪”。与要求不相符的

是，现实训练中，有的把目标设低了、把

对抗设弱了、把环境设虚了；有的以不

打仗的心态做打仗的准备，人在训练场

上，心思却在营区内；有的思战研战不

够，谈起训练五迷三道、论起打仗鲜有

门道等等。诸如此类现象，都是没有认

识到练兵备战的紧迫性，还存在任期内

不打仗的思想。

古往今来，凡是攻无不克的军队，

都离不开严格严苛的训练。岳家军在

训练时“皆重铠以习之”，把“滂沱雨、大

雪降、狂风怒之日”作为练兵之时；把

“崎岖路、河溪沟、荆棘处”作为练兵之

地。我军之所以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

刻苦练兵、实战练兵是一个重要原因。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无论是夺取大城

市，还是飞越长江天险，抑或是解放沿

海岛屿，我们都非常注重严格的战前训

练。如果没有背后艰苦卓绝的训练，要

想取得最终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让训练标尺比战场高一寸，则御敌

之剑长一寸。英勇善战的部队是打出

来的，更是训练出来的。各级带兵人要

紧盯作战对手、紧盯科技前沿、紧盯部

队实际，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

仗。要广泛运用临机确定训练区域，确

立作战任务牵引的训练指导，统筹训练

方法，实现训战一体化，使官兵熟练掌

握手中武器，实现人与武器的最佳结

合，切实通过训练提升部队战斗力。

（作者单位：96711部队）

让训练标尺比战场高一寸
■叶建辉

平日里，我们常用“外行”来形

容对某一专业一窍不通的人。然而，

说来也奇怪，历史和现实生活中，一

些重大发明和发现，却恰恰出自“外

行”之手。

“DNA双螺旋结构分子模型”被

认为是20世纪生物科学领域最伟大的

成就。可谁能想到，这一打开“生命

之谜”的重大发现，出自沃森、克里

克、维金斯和富兰克林这4个生物科学

的“门外汉”。当时，沃森是研究动物

学的，克里克是伦敦大学学物理和数

学的，维金斯和富兰克林常年研究晶

体物理学，与生物科学更是不沾边。

“外行”搞出重大发明的奇事，在

科学界还真不少。比如，发明彩色胶

卷的乔治·伊斯曼是银行记账员，发

明安全剃刀的金·坎普·吉列是酒厂

的推销员，发明充气轮胎的布埃德·

邓洛普是兽医。不光是这些“小打小

闹”，一些重大科学发明，也有“外

行”的身影。比如，发现核苷酸生物

遗传密码的人，是“整天看星星”的

天文学家盖莫夫，而在能量守恒和转

化定律的发现者中，除了人们熟知的

物理学家，还有酿酒师、医生、生理

学教授和律师。

必须承认的是，某一领域的重大

发明和发现，绝大多数是由本领域的

行家完成的。但是，精通自己专业的

内行，有时好比攀上一棵大树，左右

纵横的枝枝叶叶，常常挡住了自己前

进的视线，使其摸不清方向。而外行

的好处在于，他站在“树”下或远

处，反而能看清主干和树枝的生长趋

势，从而可能有惊喜之见。

野生动物园现在不少城市都有，

可它也是“外行”的杰作。当年，非

洲想建世界上第一个野生动物园时，

管理者就如何避免动物伤人邀请来不

少动物专家献计献策。讨论会上，专

家们就如何把笼子建得更好、更大、

更结实各抒己见，众说纷纭，可管理

者还是觉得这样体现不出“野生”“天

然”。这时，一个“外行”提出，把动

物从笼子里放出来，把人关进“笼

子”的建议。管理者听后拍案叫绝，

立即选用了这一方案。野生动物园的

建立，使动物能在自然环境里自由自

在地生活，人们能坐着汽车在令人心

旷神怡的大自然里欣赏猛禽野兽。

哲学领域有个“沉锚效应”，意思

是说，人们在研究某一问题时，第一信

息和专业知识就像沉在水底的铁锚，会

把当事人的思维固定在某处。毫无疑

问，重大发明必须有厚实的专业知识做

支撑，但这并不代表要把“外行”拒之

门外。有时候，“圈外人”的一句提

醒，“门外汉”的一个灵感，很可能让

“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研究，开启“柳

暗花明又一村”的新起点。

识得“庐山真面目”，需得走出

“此山中”。在谈到科学重大发明时，

一名科学家曾调侃说，“奇思妙想有时

是科学的钥匙，它可能稀里糊涂地让

某一领域‘芝麻开门’。”那些“外

行”者的卓著贡献启示我们，只要跳

出专业的框框，突破专业的束缚，用

好“外行”的智慧，敢于创新，勇于

创新，就有望取得重大的成就。

某国际游泳大赛曾出现过这样有趣

的一幕：接力队员们在夺得比赛金牌

后，激动之下把教练抬起来扔进了泳池

里。见教练在水里扑腾挣扎，队员们方

才醒悟：“哦，咱们的教练压根儿不会

游泳。”在体育界，如今“外行指导内

行”的新鲜事并不少见。当年德国国家

队主帅克林斯曼为了唤醒“沉睡的德国

足球”，鼎力推荐曲棍球教练彼得斯担

任球队技术主管。陈洪彬是我国第一位

专门从事自由式滑雪的教练，可就是这

样一位不会滑雪的“门外汉”，把中国

自由式滑雪推向了世界舞台。

诗人说：“功夫在诗外”；棋手说：

“棋外寻胜着”。当今军事发展最明显的

特征和趋势是综合化、整体化。隔行如

隔山，隔山不隔理。在碰见军队发展的

难题时，在遇见练兵备战的难关时，不

妨听听“外行”的意见，或许会有让人

脑洞大开的灼见。正所谓，“用笔不灵

观燕舞，行文无序赏花开”。

不妨从“棋外寻胜着”
■宋汝余

半条棉被见证着鱼水深情、一根扁

担讲述着官兵平等、一截布满弹痕的树

桩诉说着战斗的惨烈……在“传承红色

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中，许多

部队想方设法讲好红色故事，把教育开

展得丰富多彩、入心入脑。

讲好故事，事半功倍。正如习主席

所说：“深刻道理要通过讲故事来打动人、

说服人。”红色故事承载着红色记忆，凝结

着红色传统，流淌着红色基因。讲好红色

故事，可以让官兵了解“红色家谱”、接受

精神洗礼，可以更好地吸引人、感染人、教

育人。我军在90多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

程中，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不朽功勋，创造

了无数举世罕见的战争奇迹，绝对不缺少

生动感人的红色故事。能不能把红色故

事讲出新意、讲出味道来，事关主题教育

的成效和优良传统的传承。

有意义还要有意思。如果只讲有意

思，不讲有意义，红色故事就会失去原来

的颜色；如果只讲有意义，不讲有意思，

不采取生动活泼的形式、平等互动的方

式，青年官兵就会对故事敬而远之。拘

旧方不可疗新疾，居夏日不可御冬裘。

照本宣科的复制、单调枯燥的讲述，肯定

不会走心动人、成风化人。前不久，通俗

理论对话节目《马克思是对的》受到网上

网下好评，原因就在于紧跟青年受众的

认知特点和欣赏习惯，创新传播手段，实

现了有意义与有意思的统一。

有高度还要有温度。教育不动情，

效果等于零。红色故事中有许多震撼人

心的素材、催人泪下的细节。有个成语

叫“通情达理”，就是说只有“通情”，才能

“达理”，只有在情感上互相沟通，所讲的

道理才能无遮无掩、水银泻地般进入人

的内心。前一段时间央视热播的《信·中

国》展现了46封共产党人的书信，为救

助日本遗孤给日军写信的聂荣臻、狱中

把孩子托付给丈夫前妻弟弟的江姐……

一位位“信使”展读革命先辈尘封已久的

书信，仿佛把人们带回到战火纷飞的岁

月。朗读书信的演员刚上台时，许多观

众鼓掌欢呼，但是当演员读完信后，很多

人早已泪流满面，从中可见红色故事的

魅力和理想信念的威力。

扬正气还要接地气。勇敢的战士

并非没有丰富的内心，伟大的壮举并不

缺少独特的演绎。“脸谱化”的千人一

面、“高大全”的千篇一律，很容易把红

色故事讲得不接地气、远离官兵。近

日，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与中国电视艺

术家协会共同举办“红色记忆V计划”

活动，面向全国征集以革命文物为主题

的微电影、微视频和微动漫，鼓励社会

特别是当代大、中学生，通过微影视的

创作，重温革命历史记忆，讲述革命文

物的故事。这无疑是让红色故事接地

气的很好尝试。当红色故事真正走近

官兵，当官兵真正从中得到精神滋养，

就一定能够使红色基因永葆活力彰显

威力，就一定能够使每名官兵乃至整个

军队前行的脚步更加铿锵有力。

(作者单位：92330部队政治工作部)

把红色故事讲出新意来
■王辰玮

工作怎么样，不再只看“本本”。陆
军某旅从改进考核方式入手，在检查考核
时不再把会议记录是否字迹工整、学习笔
记是否书写规范等作为重要标准，引导官
兵在做好会议记录和学习笔记的基础上，
把更多精力用在抓落实上。

这正是：
工作评定重考核，

只看本本不应该。

上有所好下必甚，

打赢还从实中来。

周 洁图 代 旗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