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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队微信群应该营造怎样的氛围？

跟单位主官密切相关。细看两则新闻，

不论是“@所有人”还是“@个别人”，都有

官僚主义在网络空间异化的影子。

微信群里被“@”，就如同现实中

被“点名”；指尖“收到”，好比嘴上答

“到”。休息时间，官兵们还要“稍息立

正做动作”，哪里还能得到放松？哪里

能有好心情？

@他人不能任性，“和战士坐在同

一条板凳上”也不能只停留在口头。

年轻官兵的“网生代”特点，决定了他

们在网络空间的独特行事方式和思考

模式。要想真正撬动灵魂、贯注思想、

走进内心，一线带兵人必须找到这种

“指尖上的交流”的正确打开方式，掌

握“网络语言”，遵循网络规律，提高融

入能力，学会“网络化生存”。

“指尖上的交流”要有正确打开方式
■第73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韩 鹭

本报讯 邓东睿报道：10 月下旬，
火箭军某导弹旅对照新大纲要求，首次
组织隐显靶射击考核。令人意外的是，
打靶归来，优秀率排名第一的发射六营
却主动要求重考。该营营长邓辉晖告
诉笔者，这还得从“考核规则”说起。

此次隐显靶射击考核，要求官兵携
带 10发子弹，运用战术动作行进至射击
地域，而后采取卧姿无依托的方式，对
100米开外随机弹起的头靶、胸靶、身靶

进行射击，上靶 5发为及格、6发为良好、
7发以上为优秀。此外还规定，每种靶
标最多只记 4发命中成绩，这意味着官
兵需合理分配射击 3 种靶标的子弹数
量。

考核当天，看到营里大多数官兵“10
中 8”的优秀成绩，邓辉晖比较满意。但
再一细看，心情瞬间“晴转阴”：不少官兵
的 8 发命中，是“4 发胸靶+4 发身靶”。
原来，这些官兵为了拿到优秀成绩，竟

“战略放弃”了面积小、难射击的头靶，采
取5发胸靶、5发身靶的射击战术。
“如此优秀，是一种背离训练理念

的‘取巧’。”邓辉晖当即向旅考核组作
出情况说明、申请全营重考。同时，他
们结合此次“打靶 10中 8”事件，展开一
场“破除和平积弊”大讨论，纠正官兵训
练投机取巧的思想偏差。重考前，该旅
对考核规则进行完善，明确三类靶标必
须都要打。

打靶归来，成绩缘何多是“10中 8”？

深夜，陆军某边防团射击场劲风
猎猎。

百米开外的戈壁上，突然亮起，
两个萤火般的灯光在不规则运动着。
瞄准，击发！“嗒嗒……嗒嗒……”9
次点射之后，我轻轻呼了口气。
“18发 18中！”
加上此次射击考核，我已经是第 6

次取得“百发百中”的成绩了。凭着
过硬的射击本领，我不仅被大单位通
报表彰为“神枪手”，还荣立了个人三
等功。

然而我知道，“神枪手”的荣誉，
是靠苦功夫、笨功夫练出来的。

来自四川某偏远山村的我，个头

小、胳膊短、体质弱，作为轻机枪射
手“先天不足”。记得第一次实弹射击
时，靶子像是长了脚，躲过了我所有
的子弹。干部骨干也曾劝我放弃当轻
机枪射手的念头。但我想，枪都打不
好，哪算一个合格兵？

怎么办？一个字：练！
射击讲究快、准、稳，稳是关

键，而好的体能又是稳的基础。为增
加臂力，我每天早、中、晚都要练习
抓举 20公斤重的哑铃 300 次；为增加
肺活量，我坚持每天在水中练习憋
气；为练好眼功，我在米粒上用针穿
孔，直到能在一粒米上穿 3个以上的
孔。在一次瞄准训练中，一只草蟞子
在我小腿上吸了满满一肚子血我却浑
然不知……
“虽然没有顺溜的灵气，却有许三

多的执着。”连长多次在训练讲评上这
样表扬我。

苦功夫、笨功夫，坚持到最后
就是真功夫！前年 8月中旬，我参加
了军分区组织的“岗位练兵”比武
竞赛，以 10 发子弹 99 环的成绩取得
桂冠。面对取得的成绩，我并未停
下奋进的脚步，同时经常提醒自己
尚不能做到弹无虚发，还需继续努
力。

为了再次突破，我又从最原始的
“笨办法”开始：我在枪管上吊砖
头、立弹壳，逼着自己 1 小时不动
弹；瞪大眼睛盯着秒表 5 分钟不眨
眼，练就了迎风、迎光、迎沙不流
泪的“真功夫”。
“目标一现，指哪打哪，弹无虚

发！”在去年迎接大单位年终考核时，
18发子弹弹着点控制在手掌大小，还
有 2发子弹几乎从同一弹孔穿出，团
领导当场给我记三等功一次。

（周玉明、肖承槟整理）

苦功夫、笨功夫，坚持到最后就是真功夫
■陆军某边防团步兵连中士班长 谢 强

最近我发现，一到课余时间，不少同
志喜欢拿着手机长时间猫在班里或俱乐
部。凑近一看，原来大家正在津津有味
地看网络小说。

网络文学作为以网络为载体而发表
的文学作品，虽然具有更新速度快、传播广
等优点，但是在当前商业化运作模式下，不
少商家和写手为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将

一些低俗、庸俗、媚俗甚至蓄意恶搞历史、
抹黑英雄的内容发布出来，博人眼球、吸引
流量。如果不能擦亮眼睛、明辨是非，我们
的思想就会潜移默化地被腐化侵蚀。

同志们，旅图书馆、营图书室为我们

提供了报纸、杂志等大量的阅读资源，希望
大家课余时间多走进这些书香浓郁的场
所，阅读富有正能量的优秀作品，提升自己
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

（郭 阳、张洪亮整理）

读网络文学须擦亮眼睛

无独有偶，这两则新闻都围绕着

一个共同的话题：取巧。新闻虽小，

却颇值得讨论。其实，这两种“取

巧”，孰是孰非，大家心里早有答案：

单个课目考核，是一种基础能力检

验，应该有板有眼、按部就班；而对

抗演练，是一种打仗预演，应当杜绝

刻舟求剑、缘木求鱼。

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发射六营

官兵打靶时的“取巧”，还是时子服演

练时的“取巧”，都蕴含着取巧者一种

因时而变、随事而制的智慧，是对规

则的一种运用。由此引出另外一个问

题：规则的空子该不该钻？我们认为

其评价的标准要看是否有助于提升战

斗力，是否符合打仗要求，是否经得

起战场检验。

练兵备战中，“取巧”这种智慧

究 竟 何 时 用 、 怎 么 用 ， 是 一 门 学

问，需要正确引导、趋利避害，提

高其对战斗力建设的贡献率。

引导好“取巧”这种智慧

本报讯 邓东睿报道：11月上旬，
火箭军某导弹旅一场“营营竞赛”对抗
演练如火如荼展开。硝烟散尽，带领官
兵“100%准时点火”的发射二营营长时
子服瞬间成为全旅的“话题人物”。

演练中，该旅导调组打出一套“组
合拳”：在各发射营接收到作战命令
后，同步实施电磁干扰，致使通信瘫
痪，无法将作战命令及时下达给各发射
单元。然而就在其他营还苦于“电磁对

抗”时，发射二营竟率先恢复通信，及
时下达作战命令。

原来，眼瞅着时间来不及，时子服
放弃了“对抗”，驱车赶往就近的发射
单元，利用单元通信系统实施命令传
输。复盘会上，有人提出质疑：设置这
样的连环课目，显然是考核营指挥员对
保障力量的运用能力，时营长这么做是
一种“取巧”。

对此，时子服有自己的解释：“此

次演练，并不是单一课目考核，而是检
验营架两级复杂电磁条件下遂行发射任
务能力。再者说，假如这是真正的战
场，倘若通信一直无法恢复，难道就一
直‘死磕’到底，不知变通吗？”

随即，该旅官兵达成共识：不违背
作战机理、演练规则的“取巧”，本质
上是一种战训法创新。很快，时子服
“发明”的处置方法被写进了该旅“技
战术特情处置库”。

对抗演练，另辟蹊径到底行不行？

智能手机放开使用后，第 73集团
军某旅警勤连指导员陈英干第一时间
在连队官兵中建立了微信群，自己也
顺理成章地成为群主。

一次，陈英干在网上看到一篇不
错的“带兵秘籍”，便随手转发到了
微信群里，并@了群里所有人。几名
骨干当即回复“收到，认真学习”。
“现在先取取经，以后万一当了骨干
也用得着！”几分钟后，上等兵王博
文在群里接过话茬。随即，陈英干
给予王博文一个大大的点赞表情。
看到指导员与王博文的互动，群里
其他战士也纷纷“排队”附和，群里
氛围顿时好不热闹。

打那以后，从分享个人体悟到推
送心灵鸡汤，从转发优质文章到开展
随机教育……群主的“@所有人”功能
被陈英干用得越来越顺手。而不管指
导员在群里发了什么，跟自己有没有

关系，既然被指导员@了，大家也都习
惯性地“排队”回复“收到”。

一个周末，战士李林正在玩手游，
眼看就要取胜，手机屏幕上方突然弹
出指导员发的消息。肯定又是指导员
有新“指示”，李林指尖一滑点了进去，
赶紧回复了个“收到”。“糟糕！”对方抓
住这短暂空隙，瞬间扭转了战局。面
对队友的责怪，李林无奈地说：“要不
是指导员的‘神助攻’，我哪能关键时
刻掉链子！”
“啥神助攻啊……”谁料，这一对

话恰巧被路过的陈英干听到。尴尬之
余，李林只好一五一十道出实情，并说
道：“指导员动不动就@所有人，尤其
是休息时间，真的很心累。”

听李林这么说，陈英干甚是惊讶，
随即找来多名官兵了解情况。不少官
兵说，您@所有人，就像是点了所有人
的名，我们不回复也不好；有的官兵则

说，您有时分享的东西并不是大家必
须要看的或者是立即要看的，其实没
必要@所有人；甚至有官兵直言，“久
而久之，虽然大家都有回复，但不少纯
粹属于敷衍。”

随着交流不断深入，陈英干意识
到，自己不经意间的一个习惯性动作
给官兵造成了这么大困扰。长此以
往，不仅打扰大家正常工作生活，还有
损自身形象。

当晚点名，陈英干当着全连官兵
的面进行检讨并承诺：微信群里不再
随意@所有人。同时他让官兵自己推
选新群主，让微信群回归初衷。

思路一变效果显，指尖上的真诚
交流把官兵们愈发紧密地联系在了一
起。近日，陈英干积极采纳官兵在微
信群里提的意见，精心策划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烧烤晚会”，战士们在微信
群里直呼：这个周末过得很嗨！

指导员动辄@所有人，欠妥
■徐 鹏 本报特约记者 赖文湧

“潘磊，快上线，刺激战场四缺
一！”上周六晚上自由活动时间，我刚
打开手机，就看到连长在连队微信群
里单独@我打游戏“开黑”的消息。
“大高手又被连长召唤啦。”战

友老王当即对我挤眉弄眼，我苦涩
一笑，便拿起马扎匆匆赶往娱乐
室。本来休息时间玩几局游戏，是
一件开心的事儿。可自从我的手游
技术受到连长“青睐”后，烦恼也随
之而来。
“潘磊，和连长打游戏时记得给

咱们班美言几句”“潘磊，跟连长提
提咱们班卫生区过大的问题”……
万万没想到，由于经常被连长在群
里单独点名，我竟成了战友眼中能
够“上达天听”的人物，各种调侃也
接踵而至。

一天，战友王汉斌找到我，让我
和连长“开黑”时递个话，希望能换
个岗位锻炼一下。可这哪是我能办
到的事儿？我当即表示帮不上忙。
没承想，王汉斌根本不听我解释，只
甩下一句“牛了啊？连长身边人真
是不一样了。”

事情还没完，一次晚上休息，我
主动邀请班里战友一起打游戏，却被
大家一口回绝，理由竟是“请不起我
这个连长的‘私人陪练’”。被怼得没
脾气，我只好闷在角落自娱自乐。

冲动之下，我卸载了游戏并在朋
友圈宣布“和游戏分手”。这条状态
很快被连长看到，他找到我询问情
况。“连长，别再在连队微信群@我打
游戏了……”无奈之下，我只好道出
苦恼。让我意外的是，连长不仅主

动向我道歉，还承诺帮我重新融入
集体。

没过多久，微信群里传来了连
长的反思：休息时间，我随意@个别
同志打游戏，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
响，对此我深表歉意。受到连长自
我批评的鼓励，不少官兵也纷纷袒
露心声：“总是@个别人，容易形成
小圈子”“游戏还是大家一起玩的
好”……

如今，连长在微信群里渐渐找到
了自己的角色，不时冒泡为战友点
赞，还经常分享表情包活跃气氛。到
了休息娱乐时间，连长更是“走街串
巷”求带，这不，他苦等半天终于排上
了号。“连长，我们斗地主三缺一。”
“我来也！”

（徐 鹏、胡乃山整理）

连长总是@个别人，失当
■第73集团军某旅火力连下士 潘 磊

聚焦网络时代官兵关系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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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新闻观察哨

值班员讲评

值班员：火箭军某旅发射三营六连

指导员 崔大千

讲评时间：11月16日

士兵格言

Mark军营

11月上旬，东部战区海军某观通站下士曾晟在新条令理论知识考核中取得了满分的

好成绩。一拿到试卷，曾晟就激动地和它来了个合影，并把照片发给家人分享喜讯。

张容瑢、王路加摄影报道
报 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