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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评时间：9月2日

今天上午连队组织了专业考核，成绩

已经公布，前15名竟然没有一个义务兵。
原因想必大家都心知肚明。考核

时，我们不少考官碍于“情面”，对士
官特别是老士官刻意降低标准，该扣
的分不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义务

兵却铁面无私。这样的双重标准直接
导致士官的考核成绩偏高，义务兵的
成绩偏低。

同志们，这样的“情面”给不得！
不仅掌握不到真实的训练水平，还容
易挫伤义务兵训练的积极性。久而久
之，连队凝聚力、战斗力都会受到影
响。这次考核只是一面镜子，我们要
借此反思在工作、训练和生活中这种
讲“情面”的现象还有没有？若有，要
坚决予以纠治。

（陈 洁整理）

这样的“情面”给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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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我是‘花都’。我排 4车
左侧第二负重轮脱落，请求抢修排支
援。”8 月中旬，第 74 集团军某旅合成
三营排战术攻防演练激战正酣，指挥
所电台忽然传来坦克五连一排的求援
呼叫。

战斗实施阶段，通路刚开辟，战斗
队形还没完全展开就遇此紧急情况，一
排排长袁大亨心里万分着急。
“甭担心！这是一个检验保障

分队战术训练水平的好机会，营指
挥所会让抢修排过来的，等着吧！”4
车驾驶员肖向阳之前在营部当过见
习士官参谋，对营里组织的排战术
演练“套路”比较了解。听他这样
说，大家提到嗓子眼的心一时也就
放下了。
“嘀、嘀、嘀……”时间一点点过去，

眼见“敌”发起反冲击，为了保护受损的
坦克，袁大亨只得命令大家在原地组织
反击。

求援后为什么上级没有指示？抢
修排为何迟迟不前来支援？……情况
已上报 30 分钟，面对“内外交困”的局
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时间“炸开了
锅”。
“不能再等了！”压力之下，袁大亨

迅速下令：4车立即组织抢修自救，其
余车掩护。可没想到的是编入合成营
后，大家总想着遇到类似情况会有抢
修排支援，平时就弱化了这方面的训
练，加上部分战士一时紧张，甚至忘记
需要什么工具、该如何作业……结果，
原本 20 分钟就能完成的任务，他们竟

用了近 1小时。
“‘红方’败！”袁大亨收到导演部的

裁定结果，心有不甘，硬着头皮找营长要
解释。
“谁规定负重轮脱落抢修排就会去

支援？为何要等 30分钟后才组织抢修
自救？得不到上级指示就不打仗了？
负重轮安装为何用时这么长？”令袁大
亨没想到的是，没要来解释，却换来营
长“连珠炮”似的发问。

调整改革后，合成营编配了侦察、
工兵、修理等兵种专业，作战、勤务保
障等力量得到很大加强。日常训练
中，各专业力量各司其职、相互融合，
促进了合成营战斗力快速生成。但与

此同时，部分官兵也因此形成了遇有
情 况 就 呼 叫 上 级 支 援 的“ 惰 性 思
维”——遇到火力压制，不管威力大小
便请求炮火支援；步坦协同道路受阻，
立马要求工兵前出破障；装备受损，傻
傻等待抢修排支援……
“融合，绝不是权责不明，更不是偏

训漏训的借口。坦克负重轮脱落，完全
可以进行抢修自救！”复盘检讨会上，该
营党委进一步明晰岗位战位职责，并就
战时什么情况该自我处置，什么情况该
请求专业力量支援进行了区分。

半个月后的一次排战术演练中，4
车炮塔“受损”，袁大亨第一时间组织抢
修自救，确保“战斗”顺利进行。

“等”来的败局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吕雪飞 申 远

立起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清除和平积弊

走进野外驻训场

写完此稿，不禁心生一问：真要打

起仗来，坦克五连一排还会干等抢修

排前来支援吗？我想肯定不会。出现

这样的结果值得深思。由此推及训练

中很多类似现象，最根本的还不是没

把演练当打仗，而是长期和平环境下

练兵滋生的思想僵化和行为惰性，突

出表现是“想当然”“走极端”“教条化”

“简单化”等。职能界面不厘清，谁都

管但互相推；职能界面厘清了，只管分

工不问合作，久而久之，造成很大虚

耗。诚然，大家各有职责和专业，但别

忘了我们共同的主责主业都是备战打

仗。因此，凡事首先考虑的不是分清

该谁干，而是自己肯为打赢做什么，能

为战斗力贡献多少。

将僵化和惰性赶出演训场
■陈典宏

采访感言

上周五晚上，上等兵小周突然提
出想周末外出，这让我有些恼火。因
为按照营里规定，连队周末外出人员
名单周五下午 5时前就集中报备到了
营里。临时有事外出的，需单独报营
主官审批。
“为什么不早说？现在名单都已报

上去了！”我没耐心地说道。没想到一
向和气的小周突然提高了嗓门：“这不
是我明天有急事嘛……”小周用这种口
气和我说话让我觉得很没面子。“不行
就是不行，下次再说！”没等小周把话说
完，我用更严厉的语气再一次拒绝了

他。
眼见愿望没有达成，小周呆呆地站

在原地好一会儿，泪水不停地在眼眶里打
转。当我转身离开时，他嗫嚅了一句：“这
可能是我和妈妈最后一次拍照了……”

当时我正在气头上，也没多想，冷
静下来后却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我
猛地想起前不久小周填报了困难家庭
补助申请，原因就是他母亲患了癌
症。我立刻拨通小周家里的电话，得
知他母亲的病情恶化得很快，想在自
己还能走动的时候来儿子部队驻地拍
张全家福。为了不影响儿子训练，所

以等到晚上才联系他。
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后，我顿时懊

悔不已。我连忙向连长报告情况，又
拿假条找教导员审批。当我把批准下
来的假条交给小周时，他激动地流下
了眼泪。次日收假归队后，小周还特
地过来向我表达感谢。

常说，带兵贵在带心。小事见真
情，小事暖人心，细小的往往也是战士
最为在意的。我在本子上将这件事认
认真真地记录下来，告诉自己：“不行”
慢出口，“再说”易伤人。

（李明桂、黄泓伟整理）

“不行”慢出口“再说”易伤人
■第74集团军某旅机动保障二营道路四连排长 刘 斌

小咖秀

“王教授，太感谢您把这几本书借
给我了！我一定学好用好！”经过“软
磨硬泡”，张国英终于“取经”成功，不
禁喜笑颜开。

7月中旬，趁着带队前往桂林参
加比武，张国英特地抽出时间来到某
学院，找研究伞降的王教授借最新的
专业书。今年初开始施行的新大纲，
升级了险难课目训练，然而配套教材
还未到位。经多方打听，张国英把目
标锁定了王教授。

作为陆军第 82 集团军某旅的特
种装备技师，张国英担负着为全旅培
养伞降和射击骨干的重任。近 20年
来，他始终信奉“要给别人一碗水，自

己先要有一桶水”。为了让“徒弟”们
更好地掌握动作要领，张国英把训练
各种注意事项写成了一首首打油诗。
“离机果敢数好秒，发生特情及时

找。双路拉开成队形，注意观察勤躲
避。相互提醒慢操纵，随时听准广播
声。判定方位定准风，并紧三点落得
轻。”该旅女子特战连队员侍静说，伞
降是一项高危课目，张国英自我要求
“不伤一人，不扭一脚”，训练中没少费
心思。“你听听张班长写的打油诗，简
单好记又易懂，句句都是‘训练经’。”

担任射击教练，张国英也是尽心尽
力。“射击看起来很简单，但打得准却没那
么容易。”张国英说，就拿应用射击立姿
射击为例，那也是有窍门的：“两膝绷直轻
后压，重心落于左脚下。先挺小腹后顶
胯，左臂里合向下挂。”简单几句话，精准
而传神，令记者听来忍不住跃跃欲试。

和老张聊天，他总是说话一套一套

的，往往张嘴就来，仔细一琢磨，还真都
在点子上。“学习理论、研究专业、锤炼
技能，不能死记硬背，而要化繁为简、融
会贯通。”张国英说，他最大的爱好就是
写打油诗、编顺口溜，让枯燥乏味的训
练变得有滋味、有嚼头、有乐趣。

这不，刚拿到从王教授那里借来
的书，张国英就开始琢磨起来。记
者这才知道，为了便于官兵深入学
习理解，他还参与编写了 10 余本训
练教材、20 余本训练手册。目前，张
国英正在着手总结比武中各实战课
目的动作要领，以尽快形成参考教
范，应用到教学之中。

在旅里，大家看到张国英，都会亲
切地问候一声“张班长好”。但几乎每
个人都会随后追问一句：“最近又写什
么打油诗了，说来听听？”

每每此时，张国英憨憨一笑，张口
准是又一个“训练经”。

张班长的“训练经”
■本报记者 冯 莹 通讯员 关 棕

初秋时节，第 81集团军某旅一场
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在燕山腹地某综
合训练场拉开战幕。修理专业赛场
上，来自修理连的“黄金搭档”小吴
和小国摩拳擦掌、势在必得。

随着考官一声令下，比武开始。
“离合器片磨损严重，需立即更换！”
一阵“望闻问切”后，这对“黄金搭
档”迅速展开作业……“8 分 23 秒，
比旅队最好成绩快 8.3 秒!”当小国拧
紧最后一颗螺丝时，连长万晓辉激动
地鼓起掌，“这个成绩可以破纪录了。”

听到连长的表扬，“黄金搭档”相
视一笑。令他们没想到的是，此次比
武改变了评判规则——不仅严卡作业
时间、检查螺丝紧固程度，还增加了
试车环节。

只见考核组成员迈进驾驶室，一
番“折腾”后车辆迟迟起不了步。
“脚踩离合器卡顿，车辆挂挡困难。”
听着考官宣布试车结果，一旁的小吴
和小国脸上表情不自然起来。难道是
离合器片装配有问题？连长感到蹊
跷，命令小国和小吴将离合器片重新
拆卸。在拆卸过程中，大家惊讶地发
现，离合器压盘上的 6个固定螺丝均
比以往短了 1厘米。

原来，这对“黄金搭档”在比武
前强化训练时遇到瓶颈，成绩一直无
法突破。一次，小国误将其他部件的
短螺丝装在离合器压盘上，发现用时
有所缩短。“反正也只是静态考核，要
不我们都换成短螺丝？”小国提出想
法，两人一拍即合。

“短了 1厘米的螺丝虽然能缩短装
卸时间，但却导致离合器分离不彻底
甚至可能脱落酿成事故。”看着那 6枚
短螺丝，万连长当场宣布取消小国和
小吴参加上级比武的备赛资格，并按
有关规定报请营党委作出严肃处理。
“看似是换螺丝的小问题，实则是

弄虚作假、关系战友生命安危的大问
题！”营党委直接把训练形势分析会搬
到了比武场，“打破纪录”的“黄金搭
档”在全营官兵面前作出深刻检讨。

虽然没能取得参加上级比武的资
格，也受到了相应处理，但这对“黄
金搭档”的训练热情并没有受到太大
影响。他们表示会在接下来的训练中
脚踏实地地把本领练强，用实打实的
技术和实力在未来战场赢得主动。

短了一厘米，就要处分你
■张 旭 王淏田

昨天我在跟隔壁连队同年度兵邬
嘉豪聊天时，他感慨地说：“咱们教导
员记忆力真好！今天上午在超市碰见
他，他竟然叫出了我的名字！”听着邬
嘉豪的话，我心里偷偷地乐了。毕竟，
教导员能如此，有我很大功劳呢。

说起这茬，就不得不提8月初教导
员来连队检查工作一事。那天我刚好
担任连值日，教导员很亲切地把我叫
到一边问道：“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啊？”这话让我不免有些失落，这已经
是教导员第三次问我叫什么名字了。

作为营队的士官骨干，教导员竟
然还不认识我。当晚我就去找指导员
诉苦：“指导员，教导员都问过我三次
名字了，我有这么不入眼吗？”
“营队新调整组建不久，教导员事

多比较忙，你也要多理解。”指导员的

话稍微缓解了我的苦闷，他还说正好
第二天要召开营党委民主生活会，到
时他给教导员提提建议。

不承想，会后指导员竟然通知我
去教导员办公室。我脑子顿时一片混
乱——指导员怎么能把我说出来呢？
他是怎么提的建议啊？教导员会不会
责怪我啊……
“报告！”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来

到教导员办公室。“来，刘情。”一进
办公室，教导员不仅热情地招呼我
坐在他身边，还诚恳地向我道歉，随
后又和我拉起了家常。渐渐地，我
打消了心中的顾虑，向教导员敞开
心扉：“上级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作
为部属其实心里挺失落的。有的干
部虽然叫得出战士的姓名，但对其
他信息却一无所知……”听完我的

话，教导员若有所思。
没过几天，指导员手拿一份花名

册，找我来“兴师问罪”：“感谢您提的
建议，教导员要求连队干部一周内掌
握本连所有战士信息，营干掌握全营
干部骨干信息。不过你反映的问题也
很及时，我们确实在这方面没有做好，
这一课补得很有必要。”

自那以后，营区内叫“小伙子”的
声音少了，“直呼其名”的多了。前不
久连队组织 3000米测试时，教导员还
去起跑线给我加油呢！

（唐 嘉、唐云枫整理）

教导员三次问我叫什么
■驻香港部队某合成旅二营下士 刘 情

带兵人手记

8月下旬，火箭军某旅“功勋驾驶员”、一级军士长邹公平在即将离开部队之际，将

曾经穿过的老军装、执行重大任务的工作证等物品捐赠给旅史馆，并与青年官兵分享

从军30年来的成长经历，鼓励大家牢记“忠诚、责任、精武、荣誉”的旅魂，为强军兴军

贡献智慧和力量。

高明俊、李发坤摄影报道

Mark军营

老兵“赠礼”

编完以上两则新闻，编者不由想起自己初任连队指导员时，一位“老基层”传授的带兵秘诀——认真记住战士的名

字，你就取得了他一半信任；耐心听战士把话讲完，你就成为了他的兄弟。细细琢磨，正如刘排长所言“细小的往往也是

战士最为在意的”。新兵就要来了，在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从认真记住新战友的名字开始，善于从点滴细节做起，思兵

所思、想兵所想、解兵所难。唯有如此，才能真知兵、带好兵。

三言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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