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8基层传真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１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张良

Mark军营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高原之上，驻地城外，武警青海总
队某机动支队的营院就坐落在一个山
坡上。举目环望，四周都是山，最近的
村落也在数十里之外。太偏僻了！走
进这个支队，记者的第一反应就是：家
属怎么安置？过去的一年他们支持移
防吗？

支队长何虎自豪地介绍，一年前他
们接到移防命令，从准备、搬迁到部署到
位，上级督导小组给出了“三个没想到”
的高度评价：没想到移防无一人迟一日
晚一天，没想到官兵无一人讲特殊摆困
难，没想到家属无一人拉衣襟拖后腿。
“全体官兵尤其是家属全力支持改

革，我们特别感动。”支队政委郑轶告诉
记者，将心比心，支队党委下大力解决
官兵的一系列现实困难：37名家属能不
能继续住在原来的公寓楼？公寓楼水
电暖能正常保障吗？19名“军娃”入托
入学的问题怎么解决……

没有人说，没有人提，党委想在了
前面，干在了前面。移防后一星期，郑
轶就请了 3天假，带着营房股股长韩文
龙直奔原驻地。

孩子上学的事最重要。抵达后第
一天，郑轶早早地等候在固原市教育
局门口，一上班就赶紧找到相关负责
人：“我们还有 19 名军人子女留在这
里，需要解决上学问题，能不能优先
录取？”该负责人提出需要部队提供
证明材料。

离开教育局，郑轶边往供暖公司
赶，边给支队人力资源股打电话要他们
赶紧准备材料。到了供暖公司找到负
责的张经理，郑轶表明来意：“部队转隶

移防，37名家属还住在公寓楼，供暖问
题希望贵公司能帮个忙。”“政委，我现
在手头上的事太多，实在忙不过来，您
明天再来吧。”

第二天上午，郑轶再次来到供暖公
司。“政委，这件事我们一定会重点考虑，
晚上给你消息。说实话，维持这么多户的
供暖，开销可是不少……”张经理没想到
郑轶这么执着，便把难处如实说了出来。

下午，支队人力资源股股长李文也
赶到驻地，和郑轶一起把材料送到教育
局。“你们部队办事效率就是高！”负责
人说，“我们会尽快核实，请留个电话，
一有结果我们马上通知您，能为军人服
务也是我们的荣幸！”

这头有结果了，晚上 7点钟，那头
的张经理还没来消息。郑轶放心不下，
第三次来到了供暖公司，然而张经理却
没在。一直等到 9点多，张经理终于回
来了，郑轶赶忙迎上去……看着眼前
这名团职干部为了官兵家属的生活
问题如此上心，张经理紧紧握住郑轶
的手，承诺继续供暖 2年，并且不收取
一分钱、不减少一寸供暖面积。

短短 3天时间，郑轶还带着韩文龙
去了 3趟原营区。当他把营门出入卡、
车辆出入证等挨家挨户送到官兵家属
手中，并承诺水电暖正常保障时，家属
们既兴奋又感动，纷纷给丈夫打电话、
发微信，鼓励他们在新驻地安心工作。
“听说部队要移防青海，我原本打算带
着小孩回老家去上学，没想到部队对我
们还是这么关照！”

五中队指导员安明江的妻子丁昭正
好来队，她给记者讲起了2018年春节发

生的事。移防后，营房紧张，很多官兵都
不好意思让家属来队过年。支队了解情
况后，专门统计军属来队人数及所需住
房套数，与驻地两家宾馆达成协议，共预
定了40余个房间。腊月二十六这天，数
名军嫂同时到达西宁火车站，支队派专
车前去迎接。
“我推门一进都惊呆了，哪里像宾

馆，布置得跟家里一样！”丁昭回忆起当
时的场景，露出会心的微笑。不仅如
此，除夕这天，支队还将一箱水果、一件
饮料、一箱酸奶、一袋糖果、一箱副食、
一盒坚果“六个一”慰问品送到每名家
属手中，同时邀请军嫂观看支队首届
“春晚”，拍摄军营全家福。“没想到部队
想得这么周到，对我们如此照顾！”家
属们在远离家乡的雪域高原，感受到了
浓浓的年味和团聚的温暖，纷纷为支队
点赞。
“现在好了，我们又团聚了！”七中

队中队长陈志建高兴地告诉记者，总队
把仅有的 48 套学区房全分给了支队，
都在驻地最繁华的地段。妻子辞掉了
原来的工作，来到青海民族中学当老
师，“你移防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妻
子的支持让陈志建倍感振奋，工作上也
更加安心踏实。

一年过去了，这个支队 113 名已
婚干部家属，有 75 名办理了随军手
续，其中 29 名家属一路追随，在驻地
找到了新工作；11 名大龄官兵在西宁
谈了对象，买了新房……总队、支队
党委为官兵办实事，为家属谋福利，
官兵没有了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到
部队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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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刚刚结束驻训准备归建的武警部队某部官兵接到命令——从原地转隶移
防。几天后，这支部队开拔启程，从内陆到高原，从平原到荒山，成为此次军改中武警部队
第一支转隶移防部队。

一年过去了，这支部队是否已在高原扎下了根？又写下了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取
得了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不久前，本报记者走进武警青海总队某机动支队，与官兵一起
回望他们刚刚走过的这一年。敬请关注！

编者按

前不久，营里专门为新兵示范台站
开设课目。作为营里干线节点站任职
时间最长的教练班长，任务自然落到了
我的头上。为保证顺利完成课目演示，
连长还特意给我配备了几名经验丰富
的士官。

示范前，我却发现这几名士官显得
松松散散、满不在乎。怕影响示范效果，
我就把所有人集合起来，准备“激发”一
下他们的上进心。
“想给自己长脸还是灰溜溜地丢脸，

大家自己选。1号手你好好想想，为啥
你学这个专业已经 3 年了还没当上站
长，这次可要好好表现，让连长见识见
识；2号手，平时你就是出了名的‘慢半
拍’，等会上场后可别磨磨唧唧的……”

我把每个人的问题讲评了一遍，本
以为大家会有所触动。没想到，听完我
的话后，一个个反而低垂着脑袋。还有
人小声嘀咕，“我们这问题那问题，干脆
让他孙班长一个人上算了。”“是啊！本
想好好配合他的，听他这么一说，我都没
劲了。”

在一旁的连长看到这个情况后赶紧
过来解围：“孙班长直人快语，大家别往
心里去。这次课目演示都是优秀士官出

马上阵，要为新兵树起典范，大家可要加
油啊！”好在连长的动员点燃了大家的热
情，才让接下来的准备工作顺利推进。

示范观摩结束后，我向大家表示感
谢，战友们却不怎么领情。一名士官私
下对我说：“孙班长，知道你是为了工作，
但打人不打脸，有些话说得太直接容易
伤人自尊。”

大家离开后，我一个人陷入了沉思：
很多时候我都自认为，“脾气直”和“刀子
嘴”是为了工作好，甚至当成带兵过程中
说话无所顾忌的借口，殊不知无形之中
已伤害了战友情。这一刻我终于明白
了，说话太直有时也会伤人，忠言顺耳也
利于行。 （姜雪伟、陈小飞整理）

忠言顺耳也利于行
■西部战区陆军某旅二营四连五班班长 孙庆华

带兵人手记

“每一名火箭兵都知道，导弹阵地需
要用灯，用以驱逐黑暗，保障发射。张辉
就像是一盏挂在深山阵地的明灯，照耀阵
地，也照亮他人。”这是张辉所在连队的指
导员李结对他的评价。然而，为了把自己
打磨成这样的一盏灯，张辉用了12年。

2007年的初冬，群山深处，天空中
飘着的细雨让山路更加泥泞。一名下
士带着行李，深一脚浅一脚走进了一处
破旧平房。这里是出了名的艰苦偏远
地带，如《士兵突击》里的“草原五班”一
样；也是出了名的“炼钢炉”，因为这里
是导弹阵地的通电中枢，就像人的心脏
给四肢供血一样。然而在阴冷的排房
里，张辉看到，6个人裹着大衣围在一
个小火炉旁，地上、桌上杂乱无章地摆
放着一些日常用品……

张辉白天跟着配电小组巡山查
线，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子生火做饭；周
末其他人琢磨着如何打发时间，他却
在开垦菜地、种植果树、归整物资、钻
研专业……一年后，他为战友们带来
了新鲜的蔬菜、水果和整洁的营区，以
及几万字的电工知识笔记，自己也考上
了士官学校。战友们说，他的狠劲和韧
性比“许三多”还要足。

毕业后，张辉被分配到通信连，当他
进入阵地竖井时，眼前几十米高的阵地
核心居然是一片漆黑，遇到难关碍口时，
操作号手只能凭经验、靠感觉进行处
理。为解决这个遗留的难题，张辉带上
几名战士，把节点都仔细排查了一遍，又

对着图纸在阵地转了又转。也不知过了
多久，他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满心欢喜
地跑出阵地，才发现已是第二天清晨了。

这次经历也惊醒了张辉，问题不从
源头解决，那就不算是解决问题。于是
他联系了生产装备的厂家，决定结合阵
地情况摸索绘制原理图，并将系统的工
作过程和原理拟成讲解词供大家参考学
习。他找了个小屋，把铺盖搬了进去，每
天除了跑阵地，就在小屋埋头绘图。
“每当我心情烦躁、疲倦不堪时，我

会推开门窗看看外面的绿叶，看看路过
的年轻战士。绿叶需要滋养，战士们同
样需要，如果能为他们提供一些养分，那
我就算对得住‘班长’这个称呼了。”就这
样，他挺过了这段艰难的时期，慢慢从阵
地管理专业的“门外”走进了“门内”。战
士们送了他一个外号，叫“电教头”。

一次导弹吊装前，发射井的井盖
专用电源突然烧毁，无法修复。一时
间，在场的人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张
辉毅然提出临时架线的请求，可难就
难在既要保证线路随时可通，还要确
保电量随时可控。他主动挑起担子，
一边指挥人员架线查线，一边时刻关
注电量波动情况，及时调试。吊装完
成后，他累得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
因为任务完成出色，张辉荣立三等功，
“电教头”的名号一下子响彻全旅。

十余载坚守在偏远深山默默奉献，
张辉架起了一盏又一盏明灯，将自己的
经验和技能传给了一茬又一茬的兵。

十年深山磨一“灯”
—火箭军某旅四级军士长张辉特写

■黄 洋

做党放心的好战士�百名精兵累累累

“最近饭菜质量有点下降”“士官休假因考核召回未补假”……不久前，第82

集团军某旅防空营党委针对营连意见箱实际作用发挥不强等问题，搭建起微信二

维码交流平台，官兵扫码即可自由留言，提出意见建议。

魏良泽、孙国付摄影报道
扫码述说真心话

强军心语：

我愿在大山密林深处为导弹、为国防事业做一盏长明灯。

——“电教头”张辉

记者探营

春节期间，第76集团军某旅协调腾出18套家属房，全部优先提供给基层战

士使用。四级军士长李晓柯刚拿到钥匙，就将妻子和女儿接到单位团聚，一家

人其乐融融。 王光耀摄
常回“家”看看

本报讯 唐继光、李晓泽报道：近
日，从新疆军区某装甲团传来喜讯：该
团新兵接受陆军阶段训练 10个课目的
抽考，取得 7个“优秀”、3个“良好”的成
绩。该团负责新训工作的副政委王宏
涛说，好成绩的取得与推广“饱和训练
法”密不可分。

这个团结合新兵“先训后补”对训练
质量标准提出更高要求的实际，创新开展
以充分用好训练时间、用足场地器材、激
发教学活力、拓展个人潜能为主要内容的
“饱和训练法”，提升了新兵训练质效。

笔者在射击训练场看到，新兵三连正
在组织实弹射击，而准备射击的新兵四连

在一旁开展军人常识学习和卫生与救护
等课目训练，过去那种“一个连队射击、几
个连队坐着等”的现象不见了。据作训股
参谋王国亮介绍，团里在做好训练场地器
材统筹的基础上，采取射击场地轮流用、
紧缺设施集中用、革新器材推广用的办
法，很好化解了训练资源不足的矛盾。

在新兵六连，负责手榴弹投掷课目
教学的班长杨新超，手把手指导新兵练
习动作要领。这次新训，团里将每个课
目教学任务定人定责，并与评选优秀带
兵骨干等挂钩，杜绝“教好教坏一个样”
的弊端，激励干部骨干创新运用巧招妙
招，提升教学质量。

不搞“一锅煮”，是该团新训的另一
个突出特点。新兵一连王清宝等几名新
兵身体素质偏弱，连队给他们每人量身
订制“跳一跳够得着”的小目标，指定专
人组织补差训练。经过一段时间的努
力，这几名新兵的体能考核全部达标。

随着“饱和训练法”的深入开展，该
团新兵训练气象一新。从接受陆军抽
考和该团所在师普考情况看，所训 15
个课目成绩均达到合格以上，优良率较
往年同一时期明显提升。在前不久师
里组织的总结评比中，该团有 3个新兵
连、4个新兵排受到表彰，并以新训总评
第一的成绩夺得冠军奖杯。

新疆军区某装甲团

“饱和训练法”为新训提速增效

新闻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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