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员：第74集团军某防空旅二营
教导员 杨向华

讲评时间：6月24日

驻训期间，我在各连队宿营地观
察时，发现一个普遍现象：不少官兵
除了携带统一规定的战备物资外，还
自购了毛毯、保温杯等生活用品，自
备了火腿肠、方便面等食品。我还了
解到，部分连队主官考虑到野外训练
条件艰苦，大都默许了这种做法，官
兵对此也已经习以为常。

同志们，如果野外驻训贪图生活舒

适，那训练还有什么意义？驻训不是
“住训”，倘若任由这种生活化的倾向蔓
延，大家的实战意识必然会逐渐淡化。

野外驻训就是要突出一个“野”
字，个人物品携带必须符合战备要求，
只有这样，才能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得到

全面锻炼。点名结束后，各连队主官先
对官兵自带的生活物资进行清理，而后
营里进行抽查。带什么、不带什么，还
要依据各连实际，但归根结底一条，就
是符合战备要求、贴近实战需要。

（张 劲、郑 烨整理）

驻训不是“住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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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岗任指导员之前，我曾在机
关工作过几年。应该说，机关的任职
经历与锻炼为我来连队后理顺上下级
关系提供了不少便利，而我也认为这
是自己开展工作的优势之一。

然而，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
认识到，自己的这个优势，无意中却影
响了连队的长远建设发展。

前些天，战士小郑站夜哨时因口令
使用错误被纠察登记在案，机关准备在
全旅交班会上通报。

得知此事后我顿时坐不住了，心
里细细盘算起来：旅部队管理科是连
队挂钩帮建单位，不可能眼睁睁地看
着连队出丑；科里几名参谋私下里跟
我交情也不错，想来也会给几分“薄
面”。于是，出于维护连队荣誉的考
虑，我打算亲自前往机关说情。

出房间，下楼梯，经过小郑所在班
级时，我无意间听到了战士们在宿舍
里讨论——
“小郑，别有心理负担，这事儿应

该可以协调”“在交班会上被点名批评
不仅伤面子，还影响连队发展，我打赌
指导员不可能‘见死不救’”“连队主官
与机关干部关系处理得很融洽，摆平
这件事没啥难度”……

转身，调头，我改变想法回到房
间。战士们刚才的议论，犹如一面镜
子让我看到了自己这个优势背后隐藏
的“危机”——如果因此让战士们产生
了遇事可以“摆平”的认识误区，岂不
是助长了犯了错误可以姑息迁就的歪

风邪气？
与连长交流后，我们决定不采取

任何“补救”措施。同预料的一样，全
旅交班会上连队被通报。虽然早有心
理准备，但被当众点名批评，坐在台下
的我心里仍然不好受。

回到连队，我立即召开连务会，传
达交班会精神。随后，召开军人大会，
责令小郑在会上作出深刻检查。借此
机会，我和连长也公开亮明态度：不要
把希望寄托在犯错后的协调说情上，

而应该时刻用条令条例规范言行举
止，加强作风养成，立起军人好样子。
值得欣慰的是，受此警醒，我观察到连
队战士在日常养成方面有了明显进
步，遵章守纪的意识也树得更加牢固。
“伤口捂着容易烂”，人体机能如此，

单位建设也是如此。虽然连队因为此事
在当月的“双争”评比中排名靠后，但是
用这样的“阵痛”换来官兵们对规章制度
的敬畏、对条令条例的遵守，我觉得值！

（周林灼整理）

战士犯错将被通报，我要“摆平”吗？
■第77集团军某旅修理一营三连指导员 田鸿儒

短评

7 月初，又到了发津贴的时候，看
着卡内存款余额突破了五位数，想到
入伍不足两年，就可以给父母寄个
“大红包”，我心里美滋滋的。要知道
一年前，我还是个不折不扣的“月光
族”。
“彩勤，这个月的津贴能花几天呀？”

每到月初，排里几名同年度兵总是这样
调侃我。作为排里有名的“月光族”，我
也很懊恼——每月津贴没有剩余、账户
余额基本不超过两位数，时常有“钱都花
哪儿了”的困惑。

去年 8月，得知家里翻修房子需要

用钱，作为家中男子汉，我也想出一分
力，可是看着银行卡里的余额，确实是
心有余而力不足！

排长李明明看我心事重重，便私下
找我聊天。得知情况后，排长说：“彩勤
啊，我这还有些存款，你先拿去应急。
不过你得学一学如何理财，找找你那
‘走丢’的津贴。”

“月光族”怎么理财？正当我疑惑
不解时，排长让我打开手机交易记录，
然后对照我当月的电子账单，对不同支
出项目进行分类统计。看着最后的统
计结果，我既羞愧又懊悔——“电子产
品 342元、游戏点券 240元、学习资料 12
元、零食饮料……”细细算来，每月约
1800元的津贴，平均只有大约 500元是
用于购买必需品。
“ 这 下 知 道 津 贴 都 花 哪 儿 了

吧？”排长说，“告别‘月光族’，不但

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减少不必要
的开支，而且要提高理财能力……”
根据我的情况，排长帮我制订了一
套“1+3+6”理财计划：用 10%的津贴
购买书籍、培养兴趣爱好，30%的津
贴作为日常花费，剩下 60% 用 于储
蓄或购买稳健型理财产品。在排长
的严格监督下，我银行卡里的存款
稳步增长，不到一年便突破了五位
数。

现在，我不但告别了“月光”的困
扰，还通过“理财计划”改掉了沉迷手游
的习惯，学习训练的劲头更足了。这
不，半年前我购买了一套演讲教学资
料，通过认真学习在连队组织的演讲比
赛中拿了第一名。只不过，这下可把排
长给忙坏了，大家都拉着他帮忙制订
“理财计划”呢！

（曾敬戈、梁志华整理）

排长帮我告别了“月光族”
■东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上等兵 张彩勤

甬城宁波，连日来因梅雨天气阴云
密布，而一则“无名小伙救人不图回报，
年轻女士携重金辗转寻找救命恩人”的
新闻，却好似一抹暖阳，给这座海滨城市
带来阵阵温暖。
“无名小伙”是谁？他在哪？时隔近

20天，这个“感动宁波”的人终于被找到
了——他是东部战区海军某通信团上等
兵朱墨岩。消息传来，群众纷纷点赞：
“又是军人！好样的！”

事情要从头说起。6月 11日，在杭
州工作的许女士独自到宁波出差。因身
体不适，许女士刚走出地铁站检票口，就
突然晕倒在地，失去了意识。后来，许女
士从医务人员口中得知，是一个高高瘦
瘦的小伙子背她来到解放军第 113 医
院。“小伙子背着你一路小跑，累得气喘
吁吁。”医护人员告诉许女士，在她接受
治疗期间，小伙子还一直守在门诊部大
厅服务台旁，确定她已无大碍后方才离
开。
“恩人是谁？”出院后，许女士一心想

找到这位好心人。苦于没有线索，许女
士首先来到地铁站查看当时的监控录
像。画面一出，她和一旁的工作人员既
惊讶又感动：发现许女士倒地后，小伙子
没有丝毫犹豫，一把抱起她就往地铁站
出口跑。

60级台阶，对于一个徒手走路的普
通人来说不算什么，但要抱着一个成年
人一口气爬完却并不容易。监控视频显
示，这名小伙子只用了短短 20秒就爬完
全程。而最后几秒，他的步子明显慢了
下来，全靠咬牙坚持。

看到这样的画面，许女士不禁眼眶
湿润，她下决心一定要找到这位恩人。

查看监控、论坛发帖、媒体报道……
直到 6月 29 日，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
在许女士的请求下，解放军第 113 医院

工作人员反复查看监控视频，一个细节
引起大家注意：救人的小伙子在处理好
许女士的事情后，走向了医院二楼的军
人门诊。
“难道他是军人？”当天，医院工作人

员对符合条件的40名军人逐一筛选。当
第 9个电话打到东部战区海军某通信团
四连时，接电话的正是该连指导员曾明
华。听完事情经过后，他立即找来当天请
假去医院看病的上等兵朱墨岩，了解核实
相关情况。5分钟后，就在大家焦急等待
时，电话响了，朱墨岩就是许女士要找的
恩人！
“‘网红’就在身边！”战友们得知朱

墨岩就是全城一直在寻找的英雄后，纷
纷向他竖起大拇指。“我是军人，我只是
做了应该做的事！”对着视频连线中的许

女士，朱墨岩微笑着说。
是偶然，更是必然。在连里，朱墨

岩是战友眼中的“暖男”。打扫卫生，
他总是主动完成收尾工作，最后一个
回到连队；战友生病了，他主动送药递
水，尽心照顾；帮带新兵，他不遗余力，
总是倾囊相授。

面对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曾明华
还透露了一个信息，朱墨岩不仅乐于助
人，还是训练尖子。在前不久团里组织
的专业竞赛比武中，凭借过硬的专业技
能，朱墨岩脱颖而出，取得总分第二的好
成绩，被评为“优秀义务兵”。

一句话颁奖辞：英雄从来不是偶然，

温暖一座城市的，是年轻军人一颗金子

般闪光的心。

“网红”英雄就是身边战友
■本报特约记者 代宗锋 通讯员 贾 磊 许双鑫

小咖秀

带兵人手记

6月上旬，第81集团军某旅举行军官退役仪式。45名退役军官庄重敬礼，

告别军旗。

刘佳奇、马巾普摄影报道

7月初，许女士专程来到东部战区海军某通信团，向救助自己的该团四连上等兵

朱墨岩当面表示感谢。 代宗锋摄

曾宇明绘

向军旗告别

立起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加强士官队伍建设

“这堂课讲得实、说得细，让我对
新大纲组训模式的认识又上升了一个台
阶！” 7 月上旬，听完作训科长的授
课，南部战区海军某作战支援舰支队洞
庭湖舰区队长、三级军士长范和力深呼
一口气，久违的自信又重现脸庞。

不久前，范和力还萌生过“辞
职”的想法。
“政委，我不打算当区队长了，还

是把岗位留给年轻人吧！”当时，范和
力主动向舰政委刘其芳提出申请。问
其缘由，才得知他担心自己对新大纲
组训模式吃不透、摸不准，怕自己的
“老套路”适应不了新要求，从而拖累
单位训练进度，影响训练成效。
“部队装备更新换代速度太快，以

往的经验用不上，重新学习又担心跟
不上年轻人的步伐，没准到最后还拖
了后腿”……调查摸底后刘其芳发
现，老士官不想担任管理岗位的情况
并非个例。

调研中他还发现，由于老士官大多
都是各自岗位的“顶梁柱”，平时工作
离不开，因此在送学、进修等问题上总
是“靠边站”。个别老士官甚至感叹：

“任务太重压得喘不过气来，想充电都
没机会！”
“老士官是单位建设的宝贵财富，

得给他们注入‘助推剂’，帮助他们重
新鼓足信心和干劲！”舰党委专门召开
研讨会，探讨在新大纲施训和新装备列
装的背景下，如何激发老士官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与此同时，他们
邀请支队机关业务部门领导登舰授课指
导，帮助老士官熟悉掌握新大纲施训方

法，创新组训模式；邀请兄弟舰船优秀
组训骨干传授经验；选派老士官赴工厂
实地学习，加强对新装备的掌握。

一个部门一个标杆，一个专业一
个典范。如今，范和力不仅找到了前
进的动力，也找回了从前的自信，干
劲更足了！一段时间以来，他认真研
究新大纲，制订完善组训方案，在区
队长的岗位越干越顺手，被上级评为
“备战打仗先进个人”。

为老士官注入“助推剂”
——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加强士官队伍建设闻思录之二

■段 鑫 万永康

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

在部队关键岗位上，一些“离不开”的士官

人才常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处境：他们是单

位的“腰杆儿”、岗位的“顶梁柱”，却长期

因为“离不开”而被拴在岗位上。学习、进

修、培训等都与他们无缘，结果造成发展

缺后劲、转改时缺经历，给部队建设和个

人成长造成遗憾。加强士官队伍建设，一

定要防止这种功利性的使用方式，别让

“离不开”成为人才成长的“绊马索”。

别让“离不开”成为人才成长“绊马索”
■张科进

Mark军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