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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前哨

“鱼跃滚翻需要充分掌控身体在空
中的状态和感觉。”仲夏时节，南部战
区某旅邀请地方跑酷教练来营授课，
将“极限运动”课堂搬到了训练场，
吸引了不少官兵的目光。

该旅领导告诉笔者，他们依托驻
地资源，利用业余时间邀请地方专业
教练入营开设“极限运动”课堂，不
仅帮助部分官兵摆脱对电子产品和手

机游戏的依赖，还掀起了一股运动健
身、提升素质的热潮。

截至目前，该旅已将攀岩、定向越
野、街头健身等多个形式新颖的运动课
程引入“极限运动”课堂，官兵自发成
立多个兴趣小组，不断“解锁”新技
能、强化身心素质。此外，他们还利用
信息视窗、强军网、微信公众号等媒体
平台上传“极限运动”教学视频，使官

兵随时随地都能学习自己喜欢的课程。
“以前我一到比武考核的关键时

刻就会紧张胆怯，通过参加‘极限运
动’课程，我拥有了健硕的肌肉，还
练就了过硬的心理素质。”一连下士
叶国庆振奋地说道。前不久，他将极
限跑酷的技巧运用于 400 米障碍训
练，在连队组织的该课目考核中成功
摘得第一名。

“极限运动”进军营，潮！
■周天宇 叶津华

都说众口难调，可第 74 集团军某
旅合成三营的伙食还从没人吐槽，官兵
们都说，这和炊事班长林耀武的“武功
秘籍”密不可分。
“武功秘籍”里到底写了啥？翻开

一看，笔者渐渐瞧出了端倪。
“秘籍”第一章：菜谱。这里面记录

着林耀武多年来的“炊事经”，从各类菜
系到面点小吃一应俱全，经过不断改良
升级，这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林式菜
谱”。“秘籍”不是秘密，林耀武将这些菜
的制作方法毫无保留地教给了一茬茬

炊事员，有效提升了伙食保障水平。
“秘籍”第二章：意见簿。林耀武新

兵时的炊事班长是四川人，什么菜都喜
欢放辣椒，这让不能吃辣的林耀武苦不
堪言。掌勺后，林耀武立志要改变凭个
人喜好做菜的习惯，做出让官兵都爱吃
的菜。为此，他深入班排调查，战友们
的意见建议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册子。
“秘籍”第三章：训练计划。炊事员

也是战斗员。入伍13年，林耀武一刻没
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新大纲下发，他
逐章逐句研究训练课目，把训练的重难

点一一记录在册，以便随时查阅。去年，
林耀武带领炊事班参加上级野战炊事比
武，夺得了班组第一、综合第三的好成绩。

合上小册子畅想未来，林耀武憨憨
一笑：“我要立足岗位，踏踏实实做好每
一顿饭，让战友们吃得开心。当然，还
要更新我的‘武功秘籍’，让它发挥更大
作用！”

一句话颁奖辞：一册在手，写满炊

事真功夫；为兵掌勺，彰显老兵大情

怀。秘籍无他，唯“用心”二字。

炊事班长的“武功秘籍”
■陶 鑫

潜望镜

近日，某连组织传达安全事故通

报，连长从头到尾念完文件后，对事故

教训、现实危害和规避方法只字未提，

却对战士提出要求：务必记清楚事发单

位、当事人姓名和事故名称，以防上级

抽查。

一名战士吐槽：“事故本身很有警

示意义，但平淡乏味的‘读本’式传达让

人难以消化，死记硬背无关紧要且琐碎

的事故信息，真不知道能从中学到啥。”

其实，类似的现象在基层并不少

见。不少单位把“传达文件”机械化等

同于“读文件”，只要走完流程能应付检

查即可，至于听者领会得怎样，文件精

神是否在心中“落地”，却无人问津。

每一份需要传达到基层的文件必

然都有其指向性、针对性，但如果传达

方式只满足于照本宣科，那传达文件的

意义何在？

传达文件重在“达”，不止于精神

“送达”，更要叫人“晓达”。这就要求

尽量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深入浅出的

道理讲官兵接受易懂的话。不可否

认，有的文件是上级要求必须原原本

本一字不漏传达的，但并不代表传达

过程中不能联系单位实际，紧贴官兵

思想，剖析总结规律，再作讨论交流。

这样一来，就让原本枯燥乏味的传达

变“活”了，官兵们也会留下更为深刻

的印象。

当前，部队调整改革持续深入，各

项政策法规制度相继密集出台。这个

时候，我们更应在传达文件上多动动脑

筋，为官兵讲清规定、做好阐释，最终达

到深化认识、校正思想、鼓舞士气、凝聚

力量的目的。

传达文件要在“达”字上做足文章
■江雨春 姜雪伟

时隔大半个月，我为中队垫付的
2000元终于得以报销。要问为啥拖了
这么久，还真是说来惭愧。

一天，分队长交代我，去航材股请
领一批航材备件，让我给电瓶车充电。
“糟糕，前阵子一直忙着训练考核的事，
没给电瓶车加电解液，这几天下雨，蓄
电池不会坏掉吧。”我的心里不由暗自
打起鼓来。

真是怕啥来啥，接上电源没多久，电
池就在“砰”的一声中“歇了菜”。由于任
务紧急，我当即就联系厂家来修理。费
用2000元，说好先开发票后结账。
“指导员，蓄电池又坏了，您看……”

事后，我找到指导员汇报情况，正打算提
一下修车费。可不等我把话说完，指导
员就打断道：“今年电瓶车轮胎已经坏了
两次，蓄电池也换了两个。作为连队文
书，你平时是怎么保养电瓶车的？”

面对质问，我半晌憋不出一句话
来。眼瞅着指导员正在气头上，我也不
敢再提钱的事，只好悻悻地走开了。

接下来的几天，这 2000 元的修车
费就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头。送文
件，整理资料，报告事项……一有机会
我就往指导员跟前凑，可他却好像忘了
这茬事儿一样。

越是如此，指导员那句话就越在我

心头响起。回想起自己平时管理电瓶
车，不是忘了给电池充电，就是带电插
拔充电插销；不是给轮胎充气不及时，
就是下雨忘了把车收回库房。影响了
任务不说，还浪费中队不少经费。

想到这，我咬咬牙从钱包里掏出
2000元垫付给了修理厂家。打那以后，
自觉理亏的我再也不敢麻痹大意，生怕
再给中队添堵。

然而没想到的是，周日晚点名，指
导员竟然表扬了我，“前几天中队的电
瓶车坏了，为了不使工作受到影响，张
致耀同志主动联系厂家修理，还垫付了

修车费。中队虽不提倡大家为公家垫
钱，但是这种以队为家的精神值得学
习。”

指导员的一席话让我如释重负。
点名后，指导员又把我叫到房间：“这是
我个人的 2000块钱，你先拿着，把发票
拿给我，回头再找财务报销。下次可不
能再丢三落四了。”看到指导员信任的
眼神，我终于明白了他这些天一直“晾”
着我的良苦用心，不禁暗下决心：以后
在公物管理上，一定尽心尽责，让单位
的经费花在刀刃上。

（潘梦婷、沙顺锋整理）

我为中队垫付了2000元之后
■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四中队下士 张致耀

上周，第 71集团军某旅军医朱凯
的朋友圈着实“火”了一把。
“军医咋跑到地方医院坐诊见学

了？”“终于告别只看感冒发烧的小
儿科……”面对一连串的点赞和感
慨，朱凯心潮澎湃：走进驻地最好
的医院坐诊见学，大学期间学习的
医学知识终于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
应用和检验。

就在几个月前，朱凯还处于“感
冒银翘片，发烧布洛芬，遇到疑难
病，送外去转诊”的尴尬之中。这几
句在战士们口中流传的顺口溜，既是
官兵对基层部队军医的吐槽，也折射
出军医们对能力提升的渴望。

官兵在吐槽，旅领导在反思：

军医可谓是军中“高材生”，经过军
医大学多年的淬炼，大多掌握了扎
实的基本功，原本是到部队基层
“蹲苗”锻炼长本领，可为何沦落到
这般境地？
“现实条件的制约是关键！基层缺

少先进的医疗设备不说，病例单一更
是一道坎。”军医陈佳琦道出心声，毕
业分配到基层后，军医很难再有机会
积累丰富的临床经验，导致官兵不信
任军医，军医也找不到多少存在感。

一把锐利的斧子闲置数年就会锈
迹斑斑，人才也是如此。发现问题
后，该旅领导几经商讨，走进驻地退
役军人事务局，商请由他们出面协商
驻地医院，建立军医共育机制，把军

医送到地方优质医院急诊、胸外等科
室见习锻炼，按照“实习观察、轻微
伤情处置、重难病情参与”三个步骤
全面锻炼提升军医的业务素质。
“军地联育的方式，切实提升了

我们的临床医疗能力，现在，即便
面对突发伤情，我也能独自处理，
终于找到了作为医生的成就感。”朱
凯如是说。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军医之
变，只是该旅探索借助地方资源培育
军地两用人才的生动缩影。他们还积
极与驻地院校、技校协调，通过培养
等级厨师、修理“大拿”等，推动旅
队全面型人才迸发、打仗型人才激
增，有力促进了战斗力的提升。

基层军医有了更多“存在感”
■本报记者 陈 利 特约记者 刘吉强

听完第 71集团军某旅副教导员张
敏睿与爱人舍小家顾大局的军恋故
事，徐闯内心深受触动，当即决定将
他们的故事编写成演出脚本。

作为由淮安市社会团体自发组建
的爱国拥军文艺协会会长，徐闯已经
坚持 10余年，组织文化艺术家走进军
营开展慰问活动。

而这一次，他和他的团队应邀为
正在野外驻训的子弟兵，送上一台别
样的演出。舞台上演绎的主角原型，
就是坐在台下的基层官兵。
“军改之后，官兵练兵备战任务

重了，感人故事同样多了，引荐地方

文艺人才入军营写兵演兵，不仅能减
轻基层官兵文艺创演的负担，对他们
自身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淮安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领导介绍说，驻军部队
的先进典型也是当地人民的骄傲，歌
颂优秀子弟兵，营造当兵光荣、当标
兵荣耀的社会氛围，地方政府同样有
战位。

民写兵、民演兵，进营区、到
野外，办晚会、送慰问。演出精
彩纷呈，爱国拥军文艺协会创演的
节目越来越受官兵喜爱。他们不仅
去部队巡演，还为驻地老百姓演
出，让人民群众在欣赏艺术作品中

读懂军人的牺牲与奉献，营造浓厚
的爱国拥军氛围。

被淮安市表彰为“三八红旗手”
的第 71集团军某旅信息保障科参谋肖
萍在岗位上尽心尽责，她和女兵们的
从军事迹被爱国拥军文艺协会编写成
快板《精武女兵竞风流》，登上了当
地的联谊晚会，一时间在驻地广为流
传。

4S 店开通“幸福专车”拥军路
线，驻地法院工作人员走进营区普
法宣传，大学老师辅导考学官兵文
化课程……如今，“地方人才服务军
营”在淮安渐成拥军新时尚。

野外驻训场走来地方文艺轻骑兵
■本报记者 陈 利 通讯员 陈 霖

分享一则小故事：小男孩在院子

里搬一块石头，父亲在旁边鼓励：“孩

子，只要你全力以赴，一定搬得起来!”

但是石头太重，最终孩子也没能搬起

来。小男孩很沮丧：“石头太重，我已

经用尽全力了!”父亲却说：“你没有用

尽全力。”小男孩不解，父亲微笑着说：

“因为我在你旁边，你还没有请求我的

帮助!”

在基层部队，军医的培养使用是

一个难点，官兵有吐槽、军医有苦处，

矛盾积淤，解决仍在路上。调整改革

后，部队练兵备战任务繁重，官兵难有

精力创演文艺作品，“缺乏专业力量，

缺少压轴节目”成为一些文化干事的

烦心事。

《劝学》有言，“假舆马者，非利足

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

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

也。”第71集团军某旅携手驻地退役军

人事务局，在“借”字上做文章，面对基

层军医培养的困难，“借鸡生蛋”创造

性地让军医走进驻地优质医院见学锻

炼；针对基层文化骨干缺乏，“借船出

海”请来地方文艺骨干写兵演兵，打开

军营文化创演新天地。

“借”字背后有智慧。

“借”字背后有智慧
■磊 峰

闯险峰、翻石滩、趟冰河、过达坂……6月上旬，陆军某边防团库鲁木都克

边防连巡逻分队官兵在边境线巡逻途中，经过海拔3842米的“勇士峰”。“勇

士峰”无言，却见证了一茬茬边防官兵的牺牲奉献。官兵们通过集体宣誓、留

名描红等方式，表达出苦练打仗本领，矢志扎根边防，守好祖国西大门的信心

和决心。 刘南松、刘冰鑫摄影报道

“勇士峰”下诉忠诚

葛国通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