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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咖秀

Mark军营

做党放心的好战士�百名精兵累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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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中旬，东部战

区空军军需系统组织

岗位练兵比武竞赛，

遴选出一批业务精

湛、能力突出的尖兵

能手。瞧，这是“号型

判断”科目正在进行

当中。

徐 正、胡荣颜

摄影报道

“单位爽不爽？”今年毕业分配
后，大家相互联系时总是以这样方式
开场。每当听到类似的话，我的脑海
里只有“凉凉”二字。

当兵不到朱日和，纵穿军装又如
何？抱着满腔豪气，我毅然选择中国
第一蓝军旅。虽然选岗时已有心理准
备，可辗转到单位报到的路上，越走
越荒凉，只见天苍苍，野茫茫，除了
狂风就是羊。远离繁华的城市，来到
茫茫草原，失去现代生活的便利，感
受到的只有孤独和艰辛。荒凉，是我
到部队后的第一“凉”。
“你这个专业没有要人啊，要不

回去吧？”我到旅人力资源科报到
时，一位干事半开玩笑说。每一个新
毕业学员报到，都会填一张个人简
历。桌子上一寸厚的简历，一个比一
个优秀，着实吓人。专业不对口，发
展肯定受限。心凉，是我到部队后的
第二“凉”。

环境如此恶劣，条件如此艰苦，
任务如此繁重，前途如此渺茫……单

位简直让人不爽透顶。我懊恼，我抱
怨，甚至怀疑当初选择的正确性。

所幸，事情并没有再向坏处发展。
一次侃大山，彻底改变了我对“爽”的
认识，也将我心中的“凉凉”一扫而
光。排长尹彦鹏是大学生士兵提干，我
由于没有地方大学经历，很想知道他前
四年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他自嘲说，
大学生活爽极了，前两年不怎么出门，
后两年不怎么下床，像是提前步入老龄
生活，爽的同时又在担心毕业后如何在
社会立身……

老龄生活！尹彦鹏的话语让我猛
然醒悟：青春是用来奋斗的，那些
在年轻时看似过得很爽的人，其实
内心里慌得“底掉”。别人的简历
里，有比武立功的，有参加过重大
任务的……毫无光环的我不努力还羡
慕其他同学爽，合适吗？

从那天起，我的集训生活便丰
富多彩起来——注重弥补自身能力
不足，军事训练向训练尖兵请教，
管理问题随时问计优秀带兵人；开

办集训快报，积极寻找生活中精彩
瞬间，制作微电影，将点滴时光转
化为光影视频……集训第一阶段结
束，我获得“岗前培训综合优异
奖”。领导的认可，战友的赞许，使
我渐渐从人生低谷走出。

随着集训接近尾声，同学们话题
也由“你们单位爽吗”慢慢转向“老
铁，怎样办晚会才能出彩”“急啊，
演讲如何能引起共鸣”……刚下部队
的彷徨没有了，朝气蓬勃的干劲充足
了，贪图一时之爽的新排长们不见
了。

因为努力，生活就会充实，没有
变化的生活，就像织布机的经纬，织
出一匹匹岁月，花色却是一样单调。
新排长，双十年华，为何不努力为一
身橄榄绿填上别样色彩？

新排长集训的日子忙碌又充实，
感觉真的很累，但是有时候也在想，
十年二十年后，我再回忆当新排长的
岁月，所有的苦累都会变成美好的回
忆……

再见了，那个贪图“爽”的新排长
■中部战区陆军某旅排长 赵晓磊

一望无垠的戈壁滩上，风急天
高，战车列阵。一枚乳白色导弹昂首
挺立，引而待发。
“不好，控制参数有些不对劲！”

眼看着点火时间一秒秒逼近，发射号
手却传来了突发情况。
“快叫王班长，看看啥情况。”一

旁的人大呼。
只见一名佩戴一级军士长军衔的

士官迅速跳上操作舱，三下五除二，
修订操作参数，然后拍着胸脯保证：
“没问题，可以放心点火！”

果不其然，导弹发射没多久，末
区传来喜讯：准确命中目标。

这位老兵是何许人也，竟然这么
神？

老兵名叫王权海，个头不高，脸
庞黝黑，见人腼腆一笑，露出一口白
牙，着实憨厚敦实。然而，别看平时
形象粗犷、沉默寡言，可一说到训练
打仗，神情立马变了样，双眸发亮，
走路生风，说话也格外干净利索。

作为旅里的“明星人物”，大伙儿
说起王权海，个个竖起大拇指。一名
将军曾亲临发射场，看到王权海指挥
导弹发射精准无误，大加赞赏：“这老

兵就是发射场上‘定盘星’！”于是，
“定盘星”的雅号便在全旅传开。

那年 7月，旅里接到命令，抽组
一套发射单元参加某型导弹试验发
射任务。面对陌生的导弹、不同的
专业，不少人打起退堂鼓。王权海
临危受命，带领发射单元展开封闭
式集训。

正值盛夏，王权海白天组训，忙
得一身汗；晚上检查装备、总结心
得，累得直不起腰。他跟号手们讲，
要劳逸结合，提高效益，自己却一天
只睡四五个小时。短短月余，王权海
就带领号手们掌握了装备操作技能，
摸清了新装备的特点，交出了一份令
人欣慰的成绩单：实装操作精益求
精，百余次操作没有一次差错；专
业学习追求卓越，所有号手考核全
优……

不久，7名号手在王权海的带领
下征战高原，成功组织导弹试射，打
出了该型导弹最佳精度。
“有‘定盘星’在，一准儿错不

了！”听到这样的称赞，王权海欣喜
之余更感责任如山。

发射场上拍板定盘不出差错，

没几把刷子哪能行？王权海结合实
装操作、重大任务等时机，虚心请
教、勤于钻研，把专业理论知识和
实装操作技能搞得滚瓜烂熟，成为
该旅控制专业的带头人。短短几年
时间，他先后整理积累了 100多万字
专业笔记和实操实射数据，成为制
订装备操作规程和官兵学习借鉴的
“宝典”。

同时，他给自己定下了“极限
追求”：导弹点火允许出现一定时
间误差，可王权海要求达到“零误
差”；5 公里考核按年龄划线，但他
每次训练都和年轻战士一起冲锋，
标准丝毫不降；发射车占领阵地规
定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即可，他始终
要求一次到位……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
到金。与导弹结缘 27 年，王权海先
后操作 4 型武器，亲手指挥、把关
发射 20 余发导弹，30 多次执行重大
任务，百余次参加合成训练，上千
次进行实装操作次次精准无误，6次
荣立军功。创新的“e时代官兵语言
教学法”“发射车快速定位法”等多
套训练方法在全旅推广使用。

“可以放心点火！”
——火箭军某导弹旅发射架指挥长、一级军士长王权海素描

■本报特约记者 杨永刚 通讯员 温志晖

“你们要是在下次考核中取得
优秀，咱连的装甲通信车也申请配
给你们女兵排一辆！”这是去年调整
改革定编定岗时，第 77 集团军某旅
指挥通信连连长刘源对连队女兵的
承诺。

指挥通信连是该旅为数不多男女
兵混编的连队，但连长刘源并没有对这
群女兵另眼相看。他常说：“既然来当
兵，男女都一样！”于是，训练场上的爬
杆架线、演习中的通信保障、节假日的
值班值勤，女兵排一样也没落下。因此，
很多人都说刘连长是一个不懂得怜香
惜玉的狠角色。

一次体能训练，驻地气温直逼 40
摄氏度，刘连长依旧带着大家在操场上
冲圈。看着女兵们一个个汗流浃背的样
子，连里的男兵私下说：“让她们训练那
么扎实干嘛，上战场又不指望女兵。”闻
此，刘连长浓眉一皱、虎目一瞪，高声斥
道：“谁说不指望？我带的兵个个有岗
位，个个都顶用！”

让女兵从“有岗位”到“都顶用”，

刘连长费了不少心思。去年，听说集
团军选拔报务学兵，他特意跑到机关
拍胸脯：“我们连那几个女兵都是大
学生，而且心细、刻苦还勤奋，送她们
去学习一准儿没错！”就这样，他为连
队女兵争取到了 4个名额。

正如刘连长保证的那样，那 4名女
兵学成归来后，立马就成了报务岗位的
“顶梁柱”。连队女兵都说，我们的连长
像“伯乐”。

刘连长不仅有伯乐识人之才，还颇
懂带兵之道。

今年 5月，连队在上级组织的建制
营连抽考中被抽中，考核课目多、标准
高、时间紧，起初女兵心里都很忐忑。为
了给女兵吃下“定心丸”，那段时间里，
刘连长白天带着大家一个课目一个课

目地过，晚上又为底子较差的女兵进行
理论补习，待熄灯号响起，他又开始着
手准备第二天的教学内容。

最终的考核持续了 3天，在刘连长
的带领和鼓励下，连队最终取得集团军
抽考连队总分第一的好成绩，被评为
“比武竞赛优胜连”。

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这一荣誉，
第二天，刘连长就带着战士们投入到
旅队信息化综合集成建设工作中。这
一次，女兵们纷纷冲在前面、顶在一
线，大家都说：“跟着刘连长，我们干劲
足！”

一句话颁奖辞：只因用心良苦、看

似冷酷无情，因为刘源你知道，无论男

兵女兵，对他们最大的责任，就是带领

他们在战场上打赢。

女兵们的男连长
■惠凡芮

本报讯 马巾普、刘佳奇报道：“作
为新组建单位，我们勤务保障营点多、
面广、业务杂，管理难度大，建议机关将
电视电话会议系统使用权赋予我们，便
于我们加强管理。”“作为营编参谋，我
们在专业技能上还存在短板，建议机关
参 谋 强 化 训 练 时 将 营 参 谋 一 起 纳
入”……10月 10日晚，第 81集团军某旅
举办机关基层见面会，笔者在现场了解
到，基层官兵提的意见建议涉及平时吃
穿住行等生活需求明显减少，有关旅队
长远建设发展越来越多。

该旅自前年开始举办机关基层见

面会，坚持为基层排忧解难，至今已累
计解决 500 余个问题，受到官兵广泛
好评。然而时间久了，该旅领导发现一
个问题，基层提的意见建议多只看眼
前利益和个人需求。虽然官兵诉求无
小事，但长此以往易使基层官兵的思
考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层次打转
转，难以贡献出对部队转型发展有见
识、管长远的金点子。
“为部队服务不能光看表面现象，

更要立足长远发展，聚焦备战打仗。”
为此，他们一方面在交接班会上鼓励
基层敢于讲话，要求营连主官对基层
官兵反映的问题不准“把关”；另一方
面，除了机关基层见面会，该旅还定
期召开首长基层见面会、座谈会，引
导大家少想个人苦乐的“小九九”，多

谋旅队发展“大盘子”，并利用蹲点调
研、指导基层等时机，发现深层次问
题，集智研究对策建议。此外，他们
在营区广泛设立意见箱，建立“光明
工程”公示栏，公布旅常委手机号
码，24小时接收官兵意见建议，不断
畅通基层反映问题的渠道，“倒逼”机
关改进工作方式。

笔者了解到，为鼓励考学提干士
兵成长成才，机关不止于传达通知、
安排考场，而是一对一指导士兵报选
专业，为战士量身定制成长路线图；
为激励年轻干部有担当有作为，该旅
积极为年 轻 干 部 提 供 成 长 进 步 平
台，有 3 名年轻干部因实绩突出提前
晋职……在最近的一次问卷调查中，
基层对机关服务的满意度达到 97.1%。

第81集团军某旅常态开展机关基层双向见面会

意见建议聚焦备战打仗
新闻观察哨

排长方阵

9 月的南疆，寒意渐浓，凉风吹
来，令人不禁瑟瑟发抖。此时武警兵
团总队执勤六支队 10名转业干部却热
血沸腾，无比激动。在该支队机关营
区，一场专门为他们举办的退役仪式
即将举行。
“士兵入营，都是热热闹闹地来；

老兵退伍，也是风风光光地走。相形之
下，干部退出现役，却是悄无声息地一
走了之，连个欢送仪式都没有……”谈
起举办转业干部退役仪式的初衷，该支
队政委张昌明说道。为了改变这种尴尬
局面，支队党委从去年开始，每年为转
业干部举办退役仪式，让他们体面地告
别军旅。

官兵列队严整，会场庄严肃穆。11
时 15 分，伴随着雄壮的国歌，转业干
部退役仪式正式开始。
“迎武警部队旗！”只见 3 名礼兵

高擎武警部队旗，从整齐的队列前正
步走过。“在去年基础上，我们将穿常
服改成了穿礼服，并增设了迎送武警
部队旗、向武警部队旗敬礼告别等环
节，既符合新条令的要求，更凸显了
仪式感，使转业干部和现役官兵有了
更强的荣誉感、责任感、使命感和归
属感。”支队政治工作处主任安会永介
绍说。

退役只是“战场”的转换，告别
意味着开启新的征程。随着“向武警

部队旗——敬礼！”的口令下达，身披
“光荣退役”绶带、身穿笔挺礼服的转
业干部们郑重举起右手，含泪向武警部
队旗敬最后一个军礼。

参加仪式的转业干部梁晶感慨万
千：“支队为我们举行退役仪式，我们
非常激动、备感自豪。部队这么关心我
们，回到地方后，我们也一定不给组织
丢脸！”

仪式接近尾声，一面军旗被礼兵抬
到了现场。该支队支队长张禄伟说：
“转业干部在军旗上签名，是仪式的特
殊环节，从去年开始，这面军旗每年都
会增添新的名字，我们将一直保留并传
承下去。”“人生最美是军旅，我们骨子
里将永远镌刻军魂，军人的誓言永不
忘！”手捧着官兵献上的鲜花，转业女
警官邱旻十分感动，郑重地在军旗上签
下了自己的名字，也为自己的军旅生涯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据了解，该支队在举办转业干部
退役仪式同时，还陆续开展“五个
一”活动，即向地方政府进行一次就
业推荐、举办一次创业培训、进行一
次巡回报告、组织一次谈心交心、发
放一件纪念品。人力资源股股长柴骁
航向笔者介绍，支队今年确定的转业
干部中，选择计划安置的 3名人员均已
进入到选岗的最后阶段，其余人员的
相关政策待遇也都得到了落实。

退役仪式为转业干部暖了心，更
让现役官兵有信心。“这场退役仪式让
我们感受到了支队党委的良苦用心，
今后我们一定会认真履职、奋勇争
先，在强军征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仪式结束后，该支队宣传保卫股干事
邱文才坚定地说。

光荣的告别
■杨利程 王茂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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