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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你怎么来接我了？”周
五下午，刚刚放学的儿子一看到
我，立马跑出校门，冲到我的怀
里。看着他脸上幸福的笑容，我的
泪水忍不住地在眼眶里打转——这
是儿子上小学以来，我第一次接他

放学回家。
以前，虽说我符合休息日回家住

宿的条件，但条令明确规定要前 1日
晚饭后才能离队，由于驻地离市区较
远，每次回到家都已是夜深人静。
“爸爸，别的小朋友都是爸爸妈

妈来接他们回家，怎么从来不见你
来接我啊？”一天晚上回到家中，听
到儿子的话，我心中除了无奈，更
多的是愧疚。出海任务重，业务工
作忙，平时鲜有回家轮休的机会，
好不容易回一次家，却遭到了儿子
的“奚落”。久而久之，他对我越来
越疏远了。

新条令施行后，事情就有了转
机。这天下午，支队机关干部来到舰
上，为我们作“新条令·新亮点”宣
讲解读，当听到“轮流回家住宿的士
官，休息日和节假日前 1日下午操课
结束后离队”时，我激动地带头鼓起
了掌来。虽说只提前了短短几个小
时，可是终于有机会接儿子放学了！
“爸爸，咱回家和妈妈一起包饺

子行不？我们一起吃晚饭！”“没问
题，咱晚上一起包饺子！”这天下
午，牵着儿子的小手走在回家的林
荫路上，夕阳斜照、清风和煦，我
的心里开心得像花儿一样，干工作
也更有劲了！

（唐 兵、段 鑫整理）

我能经常接儿子放学了
■南海舰队某作战支援舰支队抚仙湖舰二级军士长 莫申明

本报讯 周凌彬、万永康报道：
“小彭，这周末回去好好陪陪妻子
吧！”11 月 2日下午操课结束，在获得
本级首长批准后，南海舰队某作战支
援舰支队抚仙湖舰上士彭志健终于
坐上了返家的汽车，这是他第一次周
末回家住宿。

以往，和彭志健类似的已婚年轻
士官由于未达到家属随军条件，按条
令规定，休息日、节假日不能回家住
宿，只能“望家兴叹”。对此，很多家属
也不能理解：明明住在同一座城市，日
子咋还过得像“两地分居”？

今年 5月 1日新条令施行，明确配
偶在驻地长期工作或者生活的，在休
息日和节假日可以按照统一安排轮
流回家住宿。可是在一开始落实的
时候，该支队部分基层单位还心存顾
虑——“符合回家住宿条件的人多了，
值班怎么安排？”“往返路途遥远，会不
会发生安全事故？”

为避免新政策带来新矛盾，该支
队在严格贯彻新条令的基础上，广泛
征求官兵意见，最终明确在休息日、
节假日前一天下午操课结束和收假
前增派车辆，往返于码头及市区各主

要居住地，保障官兵轮休；在严格按
照战备要求保持在位率的基础上，合
理制订轮休计划、调配值班人员，确
保每名家在驻地的已婚官兵每月至
少能够回家两次，切实打通回家的
“最后一公里”。

“舰长，我申请这周末值班，让年
轻的同志安心回家过周末！”这天中
午，洪湖舰二级军士长王文彩主动将
自己的周末回家住宿机会让给了年
轻士官：“应该让新条令变化的直接
受益者，感受到新政策带来的融融温
情！”

南海舰队某作战支援舰支队

让官兵安心回家过周末

新《内务条令》第一百八十七条规

定：“在不影响士兵在位率以及执行任

务和管理的前提下，已婚士官可以按

照规定离队住宿”“配偶在驻地长期工

作或者生活的，在休息日和节假日可

以按照统一安排轮流回家住宿（休息

日和节假日前1日下午操课结束后离

队，休息日和节假日结束当日晚饭前

归队）”。

原《内务条令》第一百八十三条规

定：“在不影响士兵在位率以及执行任

务和连队管理的前提下，已婚士官可

以按照规定离队住宿”“配偶随军或者

符合有关规定在驻地找对象结婚的，

在休息日和节假日可以按照统一安排

轮流回家住宿（休息日和节假日前1日

晚饭后离队，休息日和节假日结束当

日晚饭前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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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新条令 树立军人好样子

士兵日记

深秋时节，陆军第 71 集团军某陆
航旅机场上，数架战鹰整齐排列。由机
长教员和新飞行员组成的机组，完成对
直升机的安全检查后，坐进机舱等待起
飞命令。
“522准备好，可以起飞！”
寒风中，随着塔台指挥员一声令

下，新飞行员荆伟按操作规程，开启控
制电门，独立完成开车动作。提总矩、
蹬舵、控制操纵杆……随着旋翼卷起的
灰尘四散开来，直升机缓缓升起。

荆伟毕业前在陆军航空兵学院学
习，一年的驾驶训练，让他成为同批学
员中的佼佼者——驾驶某型教练机率先
完成多个课目毕业考核。而教练机与武
装直升机的巨大差别，让这名优秀的新
飞行员面临考验。

今天是新飞行员首飞，训练的第
一个课目是悬停机动，由于飞行高度
低，直升机容易受到地面横风和旋翼
扬起的沙尘影响，姿态很难控制。飞
行过程中，荆伟不时通过操纵杆和脚
蹬，对直升机状态进行修正。习惯了
教练机上的操作力度，荆伟首次推拉
操纵杆，就因力度掌握不好，导致直
升机动作幅度过大。几个回合下来，

他才渐渐熟悉武装直升机电传动系统
的操作特点。
“考验不仅是技术上的！”据荆伟介

绍，教练机采取左右并列式座舱布局，
机长教员就在身边，即使自己操纵动作
失误，也会有教员及时发现予以修正。
这个型号的武装直升机采用前后串列式
座舱，新飞行员在前舱，机长教员在后
舱，两者只能通过舱内无线电对话。而
绝大多数电门设备都由前舱控制，需要
新飞行员独立操作，一旦遇有空中特
情，前舱飞行员必须在数秒内完成多个
电门的开关，这对新飞行员心理素质提
出了更高要求。

训练中，机长教员焦亮刻意增加动
作示范和语言提醒次数，通过不断与新
飞行员对话，来消除他们的紧张情绪。
在教员耐心帮带下，荆伟原本紧张的情
绪得到缓解，控制操纵杆的力度越发柔
和，直升机也在空中变得轻盈起来。

走下直升机，荆伟第一时间向机长
教员焦亮和驾驶的直升机依次敬了一个
标准的军礼。而一向严肃的焦亮，此时
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据了解，为帮助新飞行员尽快从教
练机转入武装直升机驾驶，这个旅为今
年新毕业的每一名新飞行员量身定制了
改装训练计划，挑选技术过硬的机长教
员，对新飞行员进行一对一指导，加速
了新飞行员向战斗员的转变。

寒风中，“雏鹰”展翅飞翔
■向 旭 刘 进 岳浩疆

一线直播间

邓景辉绘

11月上旬，第 73集团军某旅

组织野营拉练，在野外宿营时，相邻

两个帐篷的官兵互相按摩放松，入

伍前学过专业推拿按摩的黄锦源

（左一站立者）正在给“邻居”方俊贤

做背部推拿。

朱万福、徐 鹏摄影报道

轻松一刻

说起接电话这件小事，我还真有一
肚子的“苦水”要倒。

上个月，我接到指导员通知，到营值
班室负责值班员工作，主要任务就是做
好上传下达。
“工作虽然不难，但一定要周到细

致，万万不可出差错。”临走时，指导员特
意叮嘱我。

我把指导员的话牢牢记在心里，铆
足了十二分的劲头儿。可没想到，上任
第一天便出差错了。

那天，我刚把电话接起来，“你好”二
字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只听对方火急火
燎地说，让我把某事抓紧向营长汇报，说
完就把电话挂了。

把通知整理好，我便向营长汇报：
“报告，刚刚电话通知下午机关来检查，
让我们提前做好相关准备。”

营长问我：“是谁打的电话，几点到
呀？”我一下子愣住了，嗫嚅着说：“营长，
那个人没说。”
“好了，我知道了。”只见营长摇了摇

头，我只好默默地退出办公室。从那以
后，我暗下决心，下次不论是谁，一定要
问他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以后每次接到电话，我都抢先问道：
“您好，请问是哪位首长？”然而，没过多
久我就又遇到了新情况。

那天，我又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很
着急，不过在感觉到对方快挂电话的时
候，我还是抓紧时间问了一下对方姓
名。不过让人遗憾的是，对方只是说了
声：“你和你们营长说我是张参谋就行
了。”然后就匆忙挂了电话。
“报告！”我又一次忐忑地来到营长办

公室。“营长，刚才张参谋打电话说……”
话刚说到一半，便被营长打断了：“那么
多张参谋，我知道是哪一个，我不是和你
说过要问清楚吗？”

显然，营长对我的工作已经开始不
满意了。我既自责又感到些许委屈，不
禁想问，“打电话的那些人，难道就不能

爽快地完整说出自己的名字？”
此时此刻，我特别怀念保障处宫助

理的电话。“你好，我是宫成助理，麻烦你
一件事……”声音洪亮又清晰。

如果每个人都能像宫助理那样，我
可能也不会经历这么多波折了吧，那我
们这些小排长可就幸福了。我在心里
思忖着。

时间久了，慢慢地我也练出了一副
“听音辨人”的本领，不会再因为搞不清
楚“是谁打的电话”而苦恼，但打电话之
前先说名字这件小事却一直萦绕在我
的心头。我始终认为，机关干部通过打
电话给基层发通知，说清楚自己的姓
名，就是一种好作风。

（司晓帆、刘旻实整理）

请说出你的名字
■火箭军某团排长 王一群

细微之处见作风。机关干部打电

话发通知不留名，表面看好像问题不

大，顶多是机关工作作风不严谨，但长

此以往，其结果必然是平时困扰基层，

战时贻误战机。 （张科进）

兵事感言

本是好心为手机没信号的战友开
热点，让大家能与家人保持联系，没
想到，频频被“蹭网”，竟成了我的烦
心事。

临出发前，听说去执行任务的地
方是个“无水、无电、无信号”的
“三无”荒岛，我心里还有些郁闷。
到达那里后，手机左上角满格的 4G
信号让我顿时松了口气：只要有信
号，工作生活就不会那么苦闷。
“完了，微信都登不上，媳妇该

生气了。”我正偷着乐，一旁的排长
却连连哀叹。原来，这里只有移动信
号覆盖，许多战友的手机也因此成了
“砖头”。

“排长，给你开个热点，我流量多
得很！”我拍拍胸脯，一番操作让排长
重新“上线”。他长舒一口气，直夸我
“特别给力”。

听说我有信号、有流量，往后的
时间里，时不时有战友过来打招呼：
“小邱，开个热点借我用用呗！”为大
家提供方便，一开始我还挺乐意，但
慢慢地，事情似乎变了味：一到休息

时间，连其他班排的战友也来“蹭
网”，帐篷里大家看电影、追剧、视频
聊天不亦乐乎，我的流量却跑得像脱
缰野马。

我也曾想关掉热点，但“蹭网”的
战友里不乏干部骨干，叫我如何开口拒
绝？不到半个月，我就不得不花钱又买
了一个套餐。

不过还好，我的苦恼很快就被指导
员发现了。在纯正官兵关系随机教育课
上，指导员适时提醒大家：“战友之间
相处，一定要相互体谅。以邱华森为
例，我看他好心给需应急的战友开通热

点，但如果大家都去‘蹭网’，他也不
好意思拒绝，小邱你说是不？”

指导员继续谈道：“‘蹭网’看
似小事，却隐藏着侵占战士利益的苗
头，尤其是干部骨干，更要时刻注意
自己的带头作用，切勿让纯洁战友情
受污染。”

打那以后，找我“蹭网”的战友少
了，拒绝的难为情也烟消云散。再后
来，连队将问题向上级反映，机关当即
协调相关地方部门，很快就让任务区实
现了全网信号覆盖。

（曾梓煌、林枫旭整理）

“蹭网”，叫我如何拒绝
■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上等兵 邱华森

10月27日 星期六 晴

本报讯 刘会宾、记者郭晨报道：
“我虽已是 85岁高龄，但还是希望用党
和人民给予我的知识和技术为病人服
务。我决定义务出诊，不要求任何待
遇……”在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医院
日前组织的一次党日活动中，眼科原主
任刘世钺写给医院党委的信，让在场每
名医护人员感动不已。

1994 年离休后，刘世钺“离休不离
岗”，始终工作在临床一线。2016年，医
院党委考虑到刘世钺身体欠佳，便不再
安排他出诊。得到消息后，刘世钺连忙
写下了这封请愿信，向组织表明继续工
作的决心。
“开展‘品读红色书信、激励强军担

当’活动是我们坚持多年的一项做法。”
该院领导介绍说，医院自成立以来，先后
涌现出很多优秀共产党员及医务工作
者，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为继
承和发扬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他们利
用主题党日时机，常态化组织医务人员
重温医院各个时期先进代表留下的信

件，引导官兵从中汲取精神养分、激发强
军动力。
“这里有 11000元钱，作为特殊党费

捐给贫困病患官兵……没有必要的治疗
尽量不做，营养药品别开，少浪费些国家
资源……若生命真走到尽头，请把我的
器官捐献出来给需要的人。”神经内科原
副主任张笋临终前写给科室党支部的思
想汇报，至今读来仍让人热泪盈眶。在
先进典型的激励下，在场医护人员纷纷
表示要以张笋同志为榜样，一心为公、关

爱官兵，争当“白求恩式的好军医”。
在革命老区巡诊路上，在医院白

求恩纪念馆内，在伴随保障的演兵场
上，一场场品读书信活动持续升温。
据悉，今年主题教育活动开展以来，该
院组织医护人员以先进典型为镜，引
导大家深入破除和平积弊，强化官兵
使命担当。前不久，在某部组织的合
成营战术演习中，医院抽组医护人员
跨越 5个县市 800 余里，全程守护参演
官兵生命健康安全。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医院

品读红色书信 激励强军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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