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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领奖台上列兵徐旭脸上露出
灿烂的笑容，压在我心里的“石头”
终于放下了。

徐旭的转变还要从两个月前说起。
一天早上，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来电：
“支队长……我是支队的战士徐旭……
我想问一下能否可以提前退伍……这不
是我想要的生活……”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名战士产生
了这样的想法？我抽空赶往徐旭所在
中队探个究竟。

面对我的询问，徐旭一股脑儿把
心中的苦恼“倒”了出来：“每天除了
上哨就是训练，休息时间也没有什么
有意义的事情可做，我觉得自身价值
无法得到实现……”

原来，徐旭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多
才多艺。本想来部队好好施展才华，可
到了部队发现自己的特长用不上。更让
他郁闷的是，自己经常因为军事素质弱
被班长批评，感到很挫败。理想很丰
满，现实很骨感，巨大的差距让徐旭萌
生了退意。
“大学生士兵优长和短板往往同

样突出，作为带兵人，对他们既要严
又要爱，既要磨砺又要鼓励，帮助他
们展示优长、弥补短板，增强他们在
军营的获得感，让他们的现实和理想
一样‘丰满’起来。”了解完情况后，
我及时找到中队干部“传经送宝”。在
我的建议下，中队任命徐旭为新闻报
道小组组长，负责中队的新闻报道工

作。
“这特长那特长，军人最大的特

长是精武打仗。”在给中队干部“传
经送宝”的同时，我也对徐旭进行了
耐心地教育引导，帮助他认清大学生
士兵首先是个“兵”，鼓励他立足本
职，把平凡的工作干出不平凡的成绩
来。

不久后我便得知，在中队干部的
支持下徐旭积极发挥自身特长，把中
队的新闻报道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人
也变得乐观开朗起来。重拾军旅信心
的徐旭训练更加刻苦，在最近中队组
织的小比武中，还取得了百米跑第三
名的好成绩。

（王泽宇整理）

大学生士兵首先要当精兵
■武警内蒙古总队包头支队支队长 常建兵

半个多月过去了，可每当战友提
起比武中“一吻定乾坤”的关键环
节，第 77集团军某旅上士张礼伟仍会
赧然一笑，然后一字一顿地说道：“打
着仗哩，哪能扭扭捏捏的！”

6月中旬，该旅一年一度的驾驶员
专业比武如期举行。过去3年中，张礼
伟曾两度夺冠，仅在去年，以微弱劣势
输给了上士张长滨。这次，张礼伟下定
决心：无论如何都要一雪前耻，重新夺
回“车王”称号。

当天上午的比武中，张礼伟和张
长滨战得难解难分。车辆原理、故
障排除、车载装备操作……两人的
名字在积分榜榜首轮流更替，5个静
态课目结束时，两人的成绩竟并列
第一。

下午比武继续。综合驾驶技能课
目的赛场周围人头攒动，官兵们谁都
不想错过这场“车王”之争。

哨响旗落。比赛开始后，张礼伟
驾驶着某型运输车如离弦之箭率先冲

了出去。8字绕弯、门字杆、双边桥、
通过损毁路段，张礼伟速度丝毫不
降，而张长滨也在另一侧的场地上疾
驰着，比武异常胶着。突然，一个预
先设置的炸点被引爆，车内电台传来
考核组的导调口令：“车辆遭袭，一名
乘员昏迷，立即展开救治。”

闻此，张礼伟和张长滨二人连忙
停车，奔向后车厢。可是当他们见到
“伤员”后，却都傻了眼——以往的橡
胶假人变成了活生生的战友。虽说自
救互救课目是每年基础训练的必训内
容，可是对着自己熟悉的战友做人工
呼吸，这还是头一次。
“快点，快点……”见状，围观的

战友们纷纷开始催促，张礼伟和张长
滨俩人的脸瞬间涨得通红。
“豁出去了！”张礼伟深吸一口

气，猛地埋下脑袋给战友做起了人工
呼吸。顿时，赛场四周爆发出热烈掌
声。

另一边，张长滨一会儿挠挠头，
一会儿擦擦嘴，迟迟跨不过自己的心
理关。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当考核组宣
布张长滨车上的“伤员”因错过最佳
抢救时间不幸“牺牲”时，另一边的

张礼伟早已驾驶战车逼近终点线……
“我也知道训练要贴近实战，可就

是迈不过心中那道坎！”就这样，张长
滨最终败下阵来。而这场“车王”之
争带来的反思却刚刚开始——迈不过
真实战场那道心理关，就迈不进打赢
的那扇门！

针对官兵在实战化训练中容易出
现的各类心理障碍，该旅加大了心
理行为训练比重，不断强化官兵的
战场心理承受能力。同时，他们还
在战场救护训练中引进辅助训练设
备：搬运动作不符合标准，橡胶假
人便会动脉破裂喷出血雾；心肺复
苏频率错误，橡胶假人便无法恢复
心跳……以此改变以往战场救护训
练走过场、训练效果仅凭主观臆测
的现象。

前不久，张长滨所在连队组织自
救互救课目复训。面对“战友溺水昏
迷”的作业条件，他毫不犹豫地上前
帮助战友清理呼吸道异物，随后进行
人工呼吸。
“这一次，我也迈过了心中的那道

坎！”训练结束后，张长滨重新找回了
自信，他望着不远处张礼伟的战车，暗
下决心：“老对手，明年一定战胜你！”

迈 过 心 中 那 道 坎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通讯员 孙启龙 杨自双

潜 望 镜

本报讯 刘佳奇、马巾普报道：7
月初，第 81 集团军某旅野外驻训场。
临近中午，一营炊事员魏博华在炊事
板房里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丝毫没有
受到室外风沙天气影响。

魏博华介绍，驻训地环境恶劣，常
年伴有大风黄沙。往年驻训大多是使用
炊事帐篷，做饭时炊事员需要戴着面罩
和防风镜，还要时刻防止风沙刮进饭菜

里。遇上十级以上大风，炊事帐篷甚至
可能被掀翻。恶劣的环境，直接影响伙
食卫生和质量。

这一问题在年初机关基层双向讲
评会上被提出后，引起旅领导高度重
视。经过市场调研，他们发现一款炊
事板房能够满足驻训需求，但也存在
不能拆装、伪装效果差等缺点。为
此，他们主动与厂家沟通，针对驻训

实际，修改板房设计方案，量身订做
出一款具有拆装简便、抗风能力强、
隐蔽性好、功能齐全等特点的模块化
炊事板房。

后勤保障有力，练兵备战给力。
在刚刚结束的集团军合成营指挥员战
训法集训中，该旅圆满完成上级赋予
的多个新大纲课目示范任务，获得各
级一致好评。

第81集团军某旅创新野战后勤保障

炊事班搬进了模块化板房

新闻观察哨

本报讯 李乾成、姜宠泽报道：6
月下旬，鲁中某训练场，第 80集团军
某旅炮兵营训练讲评会惹人注目：数
十名官兵围坐在投影屏旁，仔细观看
刚刚结束的某型火炮瞄准手考核中的
慢动作回放录像。

2个月前，该营组织新瞄准手专业
考核时发现，近半数人员训练成绩徘
徊不前。“部分瞄准手成绩进步缓慢，

主要是因为痼癖动作纠治不理想。”训
练形势分析会上，副连长薛富城提
出，尽快帮助这部分同志突破训练瓶
颈，关键在于克服痼癖动作。

为此，该营召集训练经验丰富的干
部骨干进行研究，决定采用比赛录像回
看的方法，用摄像机将瞄准手训练时的
动作全程拍摄下来，而后组织回看进行
纠正。新瞄准手李延枫的考核成绩总与

优秀“擦肩而过”。分析录像发现，操
作中他因为紧张，转动瞄准镜装定目标
射击诸元时间过长，导致频频出现失
误。通过针对性训练，不久后李延枫的
考核成绩在全营名列前茅。
“找到问题根源，对症下药解

决。”营长马鹏介绍说，通过回看录像
查找训练中的痼癖动作，有效地帮助
新瞄准手提升了训练水平。

第80集团军某旅炮兵营帮助新瞄准手提升训练水平

用录像回放纠治痼癖动作
熟悉多种乐器的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炮兵营反坦克导弹连指导员王鑫坤，经常

利用业余时间教连队官兵弹奏乐器。这不，又到周末，王鑫坤放弃休息时间，耐心

地指导连队吉他兴趣小组训练。

甘兆楠、罗 鑫摄影报道

官兵同乐

“舰长，我想好了，这次我选择留
队！”7月初，南部战区海军某作战支
援舰支队抚仙湖舰下士付俊洋手握崭
新的《职业资格证书》，敲开了舰长徐
臻的门。“相信你，好好干！”徐臻用
力拍了拍他的肩头，两人会心一笑。

作为地方高校毕业的高材生，付
俊洋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选择当一名
“白领”，而是通过报名应征直招士官
入伍，圆了军旅梦。入伍之后，本想
在部队有一番作为的他，却认为一名
士官在部队发展空间有限，便渐渐打
起了“退堂鼓”。
“不打算留了，想到地方企业去发

展。”当舰领导询问满服役期士官的留
改意愿时，付俊洋坦露了心声，觉得
与其长期在部队当“普通一兵”，不如
尽早到地方对个人发展有利，况且社
会发展太快，不想年纪轻轻就跟社会
疏远。“普通士官在部队没大作为”成
为他心头的一个结。了解到这个情况
后，舰领导及时向支队党委反映。

高学历更应该有大作为，普通士
官也能建功立业。为了给高学历士官
拓宽成才渠道，营造拴心留人的环
境，支队党委经过调研后，决定结合
上级政策组织士兵职业技术技能等级
评定。考虑到付俊洋的学历优势，且

身兼弹药兵和军械员这两个技术性强
的职务，徐舰长向机关了解相关政策
后，鼓励付俊洋报名参考，挑战自
己。

取得技能等级资格的士官，不仅
服役期间能享受一系列优惠政策，退
役以后也可作为就业的重要依据，且
在全国范围内通用。详细研读政策
后，付俊洋心动了。由于具备本科学
历，且符合岗位年限要求，他便直接
申报了中级技能等级。经过严格的考
试、资格审查、等级考核、认定，付

俊洋终于等来了好消息。
“小付，恭喜你，这是你的证

书！”机关派人把资格证书交到付俊洋
手中。看着大红证书，付俊洋这段时
间因为走留而烦恼的心结打开了，第
一时间告诉了父母。
“靠素质立身，凭实绩进步，部队

同样有舞台，只要肯努力就会有作
为！”付俊洋坚定了在部队长期发展的
决心。工作之余，他利用业余时间不
断“充电”提升自己素质，准备下一
步报考高级技能等级评定。

让大学生士官不再为走留纠结
——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加强士官队伍建设闻思录之一

■段 鑫 万永康

本报讯 余海波报道：“经过系统
的培训，不仅提高了履行本职工作的
技能素养，也为今后退伍创业增加了
一分底气。”6月底,第 72集团军某旅举
行首期技能升级培训结业仪式，56名
士官喜获职业技能资格证。取得中级
汽修资格证的中士刘博激动地表示,旅
党委的暖心举措让大家倍添动力。
“组织技能培训,就是为解决官兵

后顾之忧，帮助他们心无旁骛地安心
本职。”旅政治工作部主任王成军坦
言，只有倾心解决好官兵关切的事，

让他们在部队有信心，到地方有底
气，才能激励官兵更加安心地干好当
下工作。

此次培训,他们主要依托驻地大学
院校的专业人才和资源，结合官兵专
业岗位和兴趣爱好，围绕汽修、电
焊、电脑等五大类专业，组织上门培
训授课,开展技能实践操作。

该旅还结合官兵个人需求和意
愿,建立人才培训档案，制订详细的
培 训 方 案 。 利 用 周 末 、 节 假 日 时
间，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组

织培训升级辅导。培训结束后，经
过考核鉴定成绩合格者，颁发军地
两用人才资格证和职业技能证书，
让官兵在服役期间实现素质提升和
本领增长的双丰收。

旅党委积极为官兵打基础、铺后
路，激发了士官队伍干好本职工作、苦
练打赢本领的热情。前不久，该旅担负
陆军首次工化部队规范化训练演练示范
任务，士官骨干们奋战在 10 多个点
位，发挥表率作用，圆满完成了6场示
范现摩、15个重难点课目演练。

第72集团军某旅联合驻地院校开展技能培训

56名士官喜获职业技能资格证

如何留住大学生士官人才，发挥

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思想政治工作

是一方面，但仅靠教育引导恐怕远远

不够，必须更多地用好政策这颗“定心

丸”。我军为了保留优秀士官人才，近

年来出台了不少好的政策制度。带兵

人要以对部队战斗力建设高度负责的

态度，积极主动地研究用足这些政策，

用好政策做好拴心留人的工作，让优

秀士官留得住、用得好。

用好政策这颗“定心丸”
■张科进

短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