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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全营组织了队列会操，
我们连不负众望，拿了第一。在取得
好成绩的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队列指挥员在整队向现场评委报告
时，将“请指示”改为“请您指示”；在队
列训练中，将“稍息”“入列”私自改为

“请稍息”“请入列”等等。
同志们，口令是命令的组成部分，

具有不容商榷的严肃性，必须规范严
肃。现在全旅上下正开展“学习贯彻
新条令，重塑军队好样子”活动，我们
要举一反三，认真查找并改正在队列
用语方面的不规范问题，自觉维护条
令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甘兆楠、何 飞整理）

队列用语“客套”不得

“敌”武装直升机低空突袭、“敌”
双机编队进入我防空区域……7月初，
西藏军区某旅千人百车挺进海拔 4500
米的高寒山地，组织某新型装备进行高
原实兵实弹防空演练，实现“首发命
中、发发命中”的演练目标。

夕阳下，走出演练场的旅长郭庆
波与正在组织部队撤收的营长朱向兵
目光偶然相遇，二人会心一笑。去年
底，一批信息化程度较高的新装备先
后列装该旅，营长朱向兵受领了新装
备形成战斗力领训攻关任务。没多
久，部队首次开赴高海拔陌生地域组
织协同演练，没想到新装备关键时刻
“撂挑子”，出现发射车无法定位、炮
车抛锚等现象。

一系列问题曝光后，单位也受到上
级的通报批评。“这样的人怎么能牵头
重要项目的攻关，不但应该换人，还要
严肃处理。”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

不少人认为朱营长不适合继续担任新装
备攻关任务。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一次性成功，

但攻关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走弯路。”
在党委会上，旅领导经过反复讨论达成
共识，在朱营长不存在重大过错的情况
下，临阵换人不利于攻关的延续性，也
有损其他攻关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

为此，旅里还以党委名义出台了
《关于新装备攻关成果积分制》《新装备
攻关风险管控实施细则》《新装备攻关
责任清单》等一套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
细则，激励官兵放开手脚大胆探索攻
关。

随后的半年时间，朱营长率领的
攻关小组圆满完成任务，新装备所有
试验课目全部通过考核检验，新装备
从适应性训练直接跨越至战法探索训
练。

一名防空营长的“攻关之路”
■曹文勇 本报记者 郭丰宽

海浪轻漾，战舰微晃。盛夏时节，
一场援潜救生演练在南海某海域展开，
组织演练的是南部战区海军某防险救
生支队，参演兵力有潜艇、航空兵以及
医疗单位。
“以往援潜救生演练，‘失事’潜

艇都会释放出浮标，帮助救援兵力快
速确定位置，而此次演练并未释放失
事浮标。”海上援潜救生兵力指挥
员、南部战区海军某防险救生支队支
队长王文聪告诉记者，潜艇在什么位
置、在水下是什么状态等，都需要自
主搜情、自主判情。

演练现场，搭载某新型搜救装置的
救生船快速出击，像梳篦子一样对疑似
海区进行反复测扫，却始终没有发现坐
底潜艇的踪迹。指挥所迅速调整搜索方
案：他们根据潜艇最后通信时间和位
置，结合海区流速流向，调整搜救思
路、确定搜救方案。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各搜救舰船声

呐操作兵聚精会神，认真捕捉着来自深海
的一条又一条信号。“有了、有了……”
突然，某拖船声呐操作兵兴奋地打出手
势。经过多次对比，他们在杂乱的信号中
捕捉到坐底潜艇的方位信息。

下午 2时许，5名潜水员开始依次
下潜到指定区域，进行水下救生作
业。一个多小时后，所有潜艇艇员安
全出水并送达救生船，其中一名艇员
出现“肺气压伤”，医疗队现场施救，
待“伤情”稳定后，通过直升机将
“伤员”转运至后方医院。

“从潜艇遇险信息的获取到救援力
量应急出动，从搜索并确定潜艇位置
到正确使用有效手段进行营救，援潜
救生行动涉及环节多，协同要求高。”
指挥员王文聪介绍，此次演练检验了
各级的指挥控制能力，进一步优化了
援潜救生兵力协同机制和各类方案预
案，提升了部队执行援潜救生任务的
能力和效益。

此次救生演练没有浮标
■张东杰 本报特约记者 黎友陶

本报讯 谭廷洪、张鹏报道：6月
下旬，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让藏北高
原温度陡降。然而在“老西藏精神”激
励下，西藏军区某旅官兵执干戈、斗风
雪，训练热情更加高涨。

旅长蒲晓荣介绍，在开展“传承
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
活动中，他们针对部分官兵打仗意识
淡化、吃苦耐劳品质退化、牺牲奉献
精神弱化的现象，开展“扎根雪域边

疆、做十八军传人”实践活动，深入
挖掘 100 个展现十八军先遣进藏的红
色故事，并将其印成册子学、排成节
目演，引导官兵弘扬和传承“老西藏
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忠诚戍守边
关。

前不久，10 余名“高原标兵”身
披绶带走进训练场宣讲“老西藏精
神”，进一步激励该旅驻训官兵扎根高
原、建功边关的壮志豪情。

西藏军区某旅官兵以实际行动践行“老西藏精神”

风雪交加 练兵更热

“‘敌机’预计 30 秒后进入射
程……”制导雷达方舱内，满头大汗
的马文泉深吸了一口气，尽力保持呼
吸均匀。过去的 30多分钟里，马文泉
和他的战友们，几乎人人都“脱了层
皮”。

在进入方舱之前，马文泉已经连
续完成了 5公里武装越野、轻武器射
击、地面特情处置 3道关卡。当他过
完“三关”坐上战位的时候，喉咙里
火辣辣的、胃里翻江倒海。与年轻
的战友相比，38 岁的他体能明显存
在劣势。

马文泉是从餐桌上被拉上“战
场”的。当天中午时分，一阵刺耳的
防空警报在野外驻训场响起，正在就
餐的老马和战友们把碗筷一撂，迅速
回到宿营帐篷穿戴战斗装具，按照考
核组要求过“三关”。

一年前的马文泉，怎么也不会想
到自己在考核中还需要拼体能。他坦
言：“通往战位的‘路’，真难！”作
为高技术兵种，该营一向对搜索、跟
踪、捕获目标等地导专业课目抓得比
较紧，而军事共同课目抓得相对较
松。此次比武，该营首次将专业课目
与共同课目连贯起来考核。
“过去，大家认为地导兵主要是

和鼠标键盘打交道，坐在屏幕前就可
以解决战斗，军事共同课目达到合格
标准就可以了，其实不然！”此次在
现场组织考核的营长郭中华深有感
触。

前不久，在上级组织的一次防空
演练中，该营奉命展开跨昼夜机动。
一路上无人机侦察、小股“敌特”袭
扰、化学武器袭击等特情接踵而至，
让官兵们手忙脚乱。由于连续多次转
移阵地、反复架撤兵器，官兵们体能
严重透支，操作装备时动作普遍变
形。

郭营长告诉我们，随着新大纲训
练不断深入，全营官兵的认识发生了
显著变化，他们以那次演练失利为契
机，全面纠治过去重空中“敌情”轻
地面“敌情”、重专业训练轻共同训
练的错误做法。此次比武，就是对前
一段时间训练的检验。

据了解，此次考核规定，执行导
弹实弹射击任务前，官兵们必须在 35
分钟内完成 5公里武装越野、轻武器
射击、地面特情处置等考核内容，一
项达不到标准都不行。当马文泉和战
友们终于闯过三关，留给他们的时间
仅剩下 8 分钟。占领阵地、仪器检
测、数据连通、雷达开机……当大家
坐进舱内的战位时，时间所剩无几。
“发现目标 01 批，方位×××、

距离×××。”发射席上，马文泉调
整好呼吸紧盯显示屏，听令而行——
“导弹2发，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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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下旬，闽南某水域，一阵急
促的警报声突然响起。第 73集团军某
工化旅一场夜间浮桥架设演练拉开帷
幕。

演练正酣，任务分队突遭“敌”空
中侦察，现场指挥员、营长黄旭立即组
织防御部署。正在疏散隐蔽时，又遇到
混合雷场阻拦，各型铁丝网纵横密布、
冒着寒光，阻绝壕内灌满了泥浆。

险境当前，只见黄旭从容命令伪装
分队抛撒出密集的发烟弹。在障碍区陷
入一片雾海时，黄旭又令破障分队悄然
出动、多路突进、多点破障。顷刻间，
前沿障碍网被撕开一个 10余米宽的大
口子，通路开辟成功。
“以前全团都是舟桥专业，我们指

挥员脑子里想的就是如何把浮桥架
通，对复杂战场环境作战还真欠缺考
虑。”说起改革调整以来的变化，黄旭
感触颇深，“一年以来，我们吃了不少
亏，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关键在于指
挥员不仅要掌握主战装备技术性能及
战术战法，而且要提升应对复杂战场
的能力。”

正如黄旭所言，旅队各分队分属 3
个专业，移防前相对独立，对旅队其他
专业从未涉猎。去年旅队组建后，各分

队仍然习惯于各自为战，因此栽了不少
跟头。

一次考核，旅队将黄旭指挥的舟桥
分队和其他分队联合编组。由于黄旭对
其他专业力量运用不熟，指挥协调不
畅，当 2架“敌机”突然出现在浮桥上
空时，顿时手忙脚乱，被打了个措手不
及，导致一节门桥因伪装不及时被轰
炸。

在黄旭看来，那场考核虽然失利
了，但同时也让所有人看清了差距和努
力方向。今年分业训练展开后，旅队整
合各种场地设施和训练资源，打破兵种
分队专业训练条块分割、各自为战的做
法，分步骤、成系统逐步细化联合训练
计划；跨过专业门槛，组织全体指挥员
学习旅队所属装备性能、研究战术战
法，利用沙盘、网络等练兵平台，推演
作战流程，力争让所有指挥员成为合成
型指挥员。

如今，旅队指挥员综合素质得到进
一步提高，各项保障任务顺利圆满完
成。黄旭感慨道：“在这场改革中，无
数官兵和我们一样，都要完成从‘旧’
到‘新’的穿越。体制变了、番号变
了、岗位变了……但最需要改变的是我
们的思维和理念。”

一名舟桥营长的“合成之旅”
■本报特约记者 赖文湧 通讯员 赵 欣 袁德坤

亲爱的07式雨衣：

你好！我是东部战区陆军某旅
上等兵郑毅，与你携手的两年时
光，你我“战友情深”。训练中，
你为我抵挡毒气、伪装身体；生
活中，你为我阻挡雨雪、遮蔽风
霜，是我贴心的“好兄弟”。可
是，你的几个“小瑕疵”也让我
产生了不少烦恼，今天给你写这
封信，是希望你在下一步的改进
中变得更好。

希望你的“体型”更合理。每
逢雨季，你帅气的敞口风衣式设
计，虽然保护了我的上半身，可我
膝盖以下的部位就遭了殃，特别是
连队那些“大长腿”战友，遇到大
雨下半身从无幸免，直接影响了我
们的训练和生活。

希望你的“透气”更好些。与
你在雨中并肩作战，经常被你那热
情的“呵护”弄得好尴尬：有时没
被雨淋湿，却被你闷得大汗淋漓，
导致许多战友宁愿冒雨训练也不愿
被你的“温暖”闷湿。

希望你的“保护”更长久。都说
“长久的陪伴最暖心，不变的守护最
动人”。可是，你对我的保护效果很

容易“打折扣”，尤其是你的结合
部、缝合处，长时间使用后，容易被
雨水成功“渗透”，那种湿乎乎的感
觉着实让我“蓝瘦香菇”。

希望你的“技能”更实战。那次
20 公里战斗体能拉练，突如其来的
阵雨让你“闪亮登场”，可你弹性太
差，无法将我和背囊一起裹进去，为
了保护背囊不被淋湿，我只好默默地
淋雨；一次雨中战术演练，本想展示
一下我帅气的战术动作，可由于你缺
乏柔韧性，导致我卧倒、匍匐等动作
变形。

亲爱的07式雨衣，你是我们朝夕
相处的“好战友”。爱之深，责之切，
所以我和战友们都希望看到你的完美
“进化”！

（张 榕、谢文剑整理）

致07式雨衣的一封信

营连日志

以往上车即战斗，如今马文泉艰

难地过完“三关”，才能走上导弹发射

战位。别小看该营比武考核中的这个

小变化，它改变了我军过去少数高技

术部队存在的倾向性问题：重技术、轻

战术；重专业、轻共同；重技能、轻体

能。须知，一个能发射导弹的优秀军

人，同样也要能跑善打能投手榴弹，两

者缺一不可。

点 兵

沙场点兵·聚焦新时代群众性练兵比武

值班员讲评

马文泉，中部战区空军地导

某营一连技师、四级军士长。

2018年6月，在该营组织的考核

比武中被评为“砺剑尖兵”。

雨衣是单兵装具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雨雪天气为官兵提供有效防护，也是

阻绝一些有毒气（液）体的有效装备。

07式雨衣采用牛津涂层布，风衣式设

计，美观大方、穿着轻便、隐蔽性强，

倾注了许多军需工作者的心血。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

此事要躬行”，上等兵郑毅通过亲身

经历，用诙谐幽默的语言，表达了自

己对07式雨衣“爱在心里苦难言”的

尴尬，更反映出诸如防雨效果欠佳、

结合实战不紧、配套组件不全等亟待

改进的地方。

细节决定成败。07式雨衣的这些

设计缺陷，看似微小，却可能成为影

响雨天训练、作战的重要因素。我们

和小郑一样，期待 07式雨衣能在结

构、材料、配套等方面完美“进

化”，增强舒适性、科学性和实战性。

编辑部寻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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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晨绘

马文泉正在

聚精会神地操控

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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