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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采访手记

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Mark军营

兵眼看改革

学敬军礼

值班员讲评

值班员：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

一营营长 李剑波

讲评时间：10月17日

最近我发现，一些同志训练时佩
戴了智能手环，训练结束后又将手环
里的数据与手机 APP同步，并通过微
信、QQ 等社交软件在朋友圈“晒”
出自己的运动步数、运动轨迹等信息。

同志们，智能手环确实给生活带
来了便利，大家还能通过手环的运
动监测功能，更有针对性地制订训
练计划。但是，我们在使用这类智
能穿戴设备时，一定要时刻绷紧保
密这根弦。我们上传的数据如果被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很可
能造成失泄密问题。此外，很多智
能手环还具备录音、通话、无线传

输 和 GPS 定 位 功 能 ， 在 战 时 可 能
“摇身一变”就成为敌人的窃听器或
追踪器。

下一步，我营将开展战术演练，
希望同志们使用智能手环要更加谨
慎，绝不能让其成为失泄密的“源
头”。同时，干部骨干也要加强检查监
督，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

（胡仕柱、曾梓煌整理）

使用智能手环需谨慎

今年 5月初，我从第 75集团军某合
成旅交流到现单位任职，一个月后突如
其来的“编余”通知，让我顿时产生了
巨大的心理落差。

中队坐落山沟，整日与装甲车为
伍，出身火控专业的我，再也见不到
万炮齐发、铁流滚滚的大片场面。然
而最不适应的还是尴尬的“编余”身
份，同样是排长，别人是一排长、二
排长，而我却似乎成了剩余、多余的
“余”排长。

接到“编余”通知的那几天，失落
的我一时找不到人生的坐标，那个渴望
沙场建功的自己也似乎越走越远，于是
一头扎进书堆，希望在精神世界中找回
曾经的感觉。

有一天，八班长黎达光看到我在阅
读古德里安的《闪击英雄》，便和我聊

起书中内容。可聊到作战理论、苏德战
争，他一脸蒙圈的表情让我失去了耐心
和兴致。渐渐地，我沉醉于个人世界
中，疏远了身边战友，工作干劲也受到
影响。7月初，我带着中队战士保障机
关手枪射击考核，由于觉得这项工作简
单无聊，便在靶壕入迷地看起了书，结
果好几次延误检靶报靶，还差点引发一
起安全事故，后场指挥的参谋长一怒之
下把我撤换下来，并提出了严厉批评。

我的萎靡不振，引起了教导员尧连
鑫的注意，他主动找我谈心交心：交流
任职只是换了个新战场，编余岗位并未
抹掉军人身份，你还年轻，只要找准定
位一定能有所作为。我默默地点着头，
感觉心里的小火苗又燃烧了起来。

之后，上级又安排我和班长康超
结成帮扶对子。康超是装甲车维修大
拿，入伍以来 4次变换岗位，但他从未
撂过挑子、泄过气，干一行爱一行精
一行，研发出了 20 余项技术革新成
果。面对岗位调整，他说得最多的

是：个人得失算不了什么，脑子里应
该首先装着任务。

有一次，在执行长途机动任务时
装甲车突然趴窝，我心急如焚、不知
所措，只见康班长当即跳下车，侧耳
聆听发动机异响，迅速判断出是蝶形
阀故障，仅用 10 分钟就排除了险情。
当时我感觉脸上火辣辣的：和康班长
相比，我平时真的在琢磨打仗吗？

知耻而后勇。不久，中队转入防卫
作战训练阶段，我主动向大队请缨，给
全体骨干上了一堂《叙利亚内战与装甲
车战术》的理论授课，和大家畅谈参加
演习的心得体会。随后，为备战武警部
队首届火力分队比武，支队组织骨干强
化集训，担任射击教员的我天天泡在装
甲车训练场，经常打电话回原单位取经
求教，主动引入车载机枪射击训练五步
法等组训理念，有效提升了训练成绩。
战友们开玩笑说：想打仗的“余”排长
又回来了！

（杨 湛、周子翔、李 杰整理）

想打仗的“余”排长又回来了
■武警某部某支队三中队排长 周敬宇

“5分钟后登车出发。”听到侦察
营营长党富榆的一声大喊，记者的早
饭才吃了一半。天色微亮，西部战区
陆军某合成旅官兵迅速清点物资、启
动车辆，又一次踏上了通往高原战场
的千里机动路。

在记者坐上侦察一连指挥车的同
时，先头分队已经走在了路上。紧张
的情绪刚刚缓和，又出现了让记者意
外的情况——侦察一连的梯队指挥员
竟是一名士官。

这是该旅改编后的首次远程机
动，横跨 1200余公里，海拔爬升 3000
多米，一路战术导调情况频出，怎么
能让一名士官负责指挥整个梯队？
“作为连里的老兵，这个时候一

定要有担当。”担任梯队指挥员的中
士王威告诉记者，这次机动按照实战
编组，连长带侦察分队前出，指导员
跟随铁路输送，让他“当家”也是实
战需要。
“报告，上级通报前方发现‘染

毒地带’。”说话间，敌情接连出
现。王威迅即反应，通过电台指挥
官兵佩戴防毒面具，要求车队加速
通过。随后，他又带领洗消员一边
设置警戒标识，一边组织清洗消
毒。看到他指挥若定，记者一颗悬
着的心也就放了下来。

10 多分钟后，车队继续前行。
驾驶员座椅下方的三面小旗子吸引了
记者的注意。驾驶员郎文杰解释道：
这三种颜色的旗子代表三种不同程度
的故障及其关联的维修力量，车辆出

现故障，就把对应颜色的旗子挂在车
头，哪种类型的故障、由谁负责维修
一目了然，工作效率大大提升。

记者随后了解到，此次远程机
动，他们将维修保障力量区分类
别，按照“平战一体、快速高效”
的原则进行模块化编组，谁的任
务、什么时候前出等都有了明确规
范，有效避免了“打乱仗”和资源
浪费的现象发生。

13时 30分，部队组织休整，记者
在指挥车内见到了正在吃饭的基指梯
队梯队长、旅管理科科长潘朝峰。
“看着它们可比吃饭重要多了。”

扒完几口米饭，潘科长指了指后备箱
里的几个木箱子告诉记者，除了上厕
所外，他所有的时间都和这些“宝
贝”在一起。记者定睛一看，不由大
吃一惊：原本宽敞的指挥车后备箱
里，竟然整齐码放了好几箱弹药！
“一次机动就是一场战斗，一个

梯队就是一个作战单元，没有充足的
弹药保障，还谈什么打仗？”潘科长
告诉记者，此次机动，旅里一改以往
弹药集中保管的惯例，将弹药按照标
准基数足额配发到各梯队，由梯队长
统一保管，有效提升了官兵动中管控
弹药和遭遇敌情的应对能力。

千里征程一路激战。各部队按照
战斗编成从驻地昼夜连贯向驻训地域
机动集结。一路上，不仅要先后完成
疏散隐蔽、构工伪装和战斗勤务等训
练，还要进行防侦察监视、防精确打
击、防袭扰破坏、防空袭等行动演
练，冒着战火硝烟踏上雪域高原。

记者跟随部队一路行军，一路感
受越来越多的“没想到”：休整 40分
钟，必须保证热食供应同时兼顾无烟
和伪装；宿营地避开温暖的校舍，故
意选择黄沙漫天、沟壑纵横的戈壁
滩；凌晨出发不提前通知，而是用防
空警报把大家惊醒……

风雪弥天路，兵阵动若弦。西部战区陆军某旅千里奔赴雪域高原，
坚持按实战要求组织行军，一路风驰电掣，一路“敌情”不断——

硝烟弥漫千里机动路
■本报特约记者 孙利波 通讯员 武 帅

10月下旬，第 76集团军某陆航旅
一场地空突防演练鏖战正酣，某营一
连连长曹明驾驶战鹰伺机攻破敌防
御。“‘敌’进入��空域，准备实
施打击！”曹明迅速判断“敌”我态
势，综合地面分队测算信息，精准击
中“敌”指挥所。

演练结束，曹明走下直升机，感
慨地说：“返回单位几个月，最直观
的感受就是训练时间较往年有了大幅
度增长。粗略一算，飞行训练时间能
比往年翻一番。”

飞行训练时间上的变化，源于该
旅官兵争分夺秒练兵备战的紧迫感。
去年，近千名官兵从西北三地汇聚到
此，当时全旅配备的直升机满编率不
高，且近一半飞行员都是刚毕业不久
的毛头小子。装备和人才紧缺，空域
航线未定，两个月之后的实弹演习该
怎么打？看着空旷的营区，曹明眉头
紧皱。
“这是场硬仗，要打，还要打

得漂亮！”回忆当时的场景，曹明
眼里闪着光。不熟悉火控系统流
程，就做成图文手册背记；飞行员
资历尚浅，也要大胆研练高难战术

课目……
“离地三尺，命悬一线。”谈起

今年年初那次特情时，曹明至今心
有余悸。当时，他驾驶战鹰飞至指
定空域，突遇总距杆卡滞，无法悬
停降落。分秒之间，曹明沉着操纵
战鹰一点点逼近地面，最终滑跑着
陆化解险情。
“镇静从容，技术过硬”是官兵

对曹明的评价，而这份镇静与过硬，
得益于全旅上下一心谋战思战的辛勤
付出。新调整组建以来，该旅迎来了
多架新型直升机的列装，没有技术骨
干，常委就带头领飞险难课目；没有
教案训法，大家就摸着石头过河，在
训中研战，在研中创新。

曹明拿出他的飞行记录簿粗略
一算，返回单位这几个月的飞行时
间，已经相当于过去一年的飞行
量。“飞行时间与飞行架次增加的背
后，是飞行保障力量的日益坚挺。”
曹明告诉记者，单位转隶组建之
初，几乎全员面临转岗换岗，陌生
地域、从零起步……许多人一时无
所适从。旅党委认清形势，3 次调
整场站人员，优化专业结构，采取

“以老带新”的方式让所有人都能参
与到飞行保障中，部队独立遂行飞
行保障能力大幅提高。

考验不仅仅来自训练场。转隶移
防让许多官兵从“家门口”变成了
“千里望”，曹明的战友邹洪亮就是
其中之一。妻子胡晓晴刚刚随军迁到
驻地不足一月，就收到丈夫单位转隶
的消息，无奈之下，只得返回老家。
旅党委意识到，只有确保“后院”安
稳，官兵才能凝心聚力在战斗力建设
上。他们先后组织军嫂夏令营，评选
十佳“最美家庭”，并与当地政府部
门联合开展军地联谊活动。军嫂胡晓
晴登台感慨：“在这里保家卫国是奉
献，更是荣光！我会把家庭照顾好，
不让丈夫分心……”

夜 色 初 上 ， 陇 原 腹 地 寒 意 渐
浓，曹明的目光透过夜视镜，扫过
前方丘陵沟壑，掠地俯冲、跃升急
转，战鹰灵活避开各类障碍物，穿
梭于山谷中。这是他本周经历的第 3
次持续 9小时跨昼夜飞行，随着飞行
难度与飞行时间的“双增长”，飞行
员战斗力在多维度多领域实现进一
步跃升。

在部队编制体制改革中，第76集团军某陆航旅由原来5个单位调整
组建而成。过去一年里，该旅官兵以跑步姿态进入战位，战斗力转型重塑
跨出了关键一步。该旅某营一连连长、机长曹明赴某试飞大队学习半年
返回后，参训几个月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重组再建，飞行训练时间“翻一番”
■本报特约记者 杨 磊 通讯员 马 媛

潜望镜

一路行军，一路“没想到”。而这

些“没想到”正是最大限度与真实战

场对接所带来的喜人变化。战争是最

好的教科书，它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

我们，真正的战场总是出其不意，最

不按常规出牌，最需要灵活应对，最

不能避免的就是“没想到”。

实战化训练应多些“陌生味”，

多些“意外事”。倘若平时训练总是

按同样的套路、摆同样的队形、走

相 同 的 路 线 ，什 么 都 在“ 意 料 之

中”，等上了战场再去喊“没想到”，

如此故步自封的训练无异于掩耳

盗铃、慢性自杀。

再多一些“没想到”
■孙利波

“叔叔，我们想学敬军礼……”10月下旬，江苏省宿迁市黄墩小学40余

名留守儿童来到武警宿迁支队某中队参加“军营开放日”活动。在官兵的耐

心示教下，小朋友们整齐列队，充满新奇地学敬军礼。

吴佳洪摄影报道

转隶一年回头看

10月 13日，第 82集团军某旅“争
当优秀士兵、争当先进连队”活动量化
评比结果揭晓：因综合积分靠前，三连
再次荣膺“先进连队”，官兵们纷纷慨
叹：“老先进”果然名不虚传！谁料，
评选结果宣布还不到两天，三连指导员
陈佳却主动找到机关，请求将已经颁发
的流动红旗收回。

到手的荣誉为何要“上缴”？教导
员李林栋很纳闷，找来陈佳打听原委。

前期，连队战士小李值班期间违规
使用手机被陈佳查纠。本应按规定对小
李作出处理并上报机关备案，但考虑到
这样做连队会在“双争”量化评比中丢
分，对年底评先进不利，陈佳和几名支

委商量后决定：以连队荣誉为重，口头
批评教育。

没想到，按下葫芦浮起瓢。“家丑
不外扬”，不仅没能杜绝战士违规使用
手机的现象，还导致连队出现了外出超
假、脱岗睡哨等新情况。经了解，小李
违纪未作处理，让不少战士心生杂念：
有了“先进连队”这把“保护伞”，犯
点小错连队不会较真。

面对意想不到的后果，幡然悔悟的
陈佳这才主动揭短亮丑，请撤流动红旗。

了解来龙去脉后，教导员来到三连
召开了一场连务会。会上，他提出
“‘老先进’凭什么立身”让全连讨
论，及时澄清了部分官兵的错误认识。

不少官兵坦言，以往总觉得“先进”的
招牌是“挡箭牌”，个人松懈一些没什
么，却没想到这么做，不仅个人离先进
越来越远，还影响了连队的全面建设。

理越辩越明，官兵们逐渐达成共
识：连队不能为追求荣誉而弄虚作假、
欺瞒组织，个人也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坐
吃山空。只有敢于正视问题，主动改正
错误，才无愧于“先进”称号。

据了解，小李等违纪人员按规受到
处罚后转变明显，全连官兵敢于刀口向
内，用问题倒逼连队建设使战斗力“拔
节”跃升。近日，在旅里组织的“双
争”评比中，三连以绝对优势重新捧回
流动红旗。

“老先进”主动上缴荣誉旗
■尚鹏振 姜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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