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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遭‘敌’伏击？损伤 60%？”面
对导调组宣布的“败绩”，新疆军区
某团八连连长赖呈祥站在阵地上，半
天没回过神来。

咋回事呢——
时值盛夏，戈壁滩上，新疆军区

某团一场以“步兵连山地进攻战
斗”为背景的战术演练在滚滚热浪
中展开。

占领进攻出发阵地、接“敌”运
动……八连有效处置各种“敌”情，
一路势如破竹。
“敌暗堡正向我前沿主力猛烈射

击，前进受阻……”突破“敌”防
御前沿后，导调组给八连出了一个
新情况。
“一组在左，吸引‘敌’火力，

二组、三组沿右侧土坡迂回前进，形
成合围包抄，歼灭暗堡之敌！”
“消灭敌顽固火力点”是连战术

训练中的“常事”，赖呈祥处置起来
轻车熟路，迅速下达战斗口令。

谁知，二组、三组刚刚到位，就
在赖呈祥以为能够“全歼”暗堡之敌
时，突然遭遇“敌”伏击！一番激战
过后，八连“伤亡”惨重，宣告此次
进攻战斗“失败”。

原来，此次演练，团领导有意重
点检验指挥员理解上级意图、分析判
断情况，并根据现场敌情下达战斗命
令、指挥战斗行动的水平。导调组在
交战地域内设置了多种“敌情”，暗
堡其实是“明枪”，埋伏起来的“暗
箭”早已蓄势待发。只是在宣布情况
时，导调组进行了“选择性屏蔽”，
没把“敌情”给全……
“你们下达的情况里根本就没有

敌人伏击！”赖呈祥无法接受这样的
“败绩”，气冲冲地找到导调组理论。

“我们确实没告诉你们有敌人伏
击，但谁能保证战场上没有？”负责
导调的团作训股股长闫波反问道。
“为什么只知道看导调情况，不

知道动用自己的侦察力量？”就在赖
呈祥还想争辩时，团参谋长吴楠插了
话，“真上了战场，可没人会告诉你
所有的敌情，战场上的一切情况都要
靠自己侦察、判断、处置。”

部队休整间隙，复盘检讨就地展
开。大家这才发现，像八连一样吃了
大亏的，并非个例：五连到达“敌”
防御前沿时，导调组给出了“通路已
经开辟”的情况，由于求胜心切，他
们没有核实就放心通过，结果踩到了
“地雷”；七连向进攻出发地线开进
时，导调组宣布“敌机过顶”，连长
第一时间命令全连就地伪装、遮盖发
光物体，防“敌”侦察，谁知“敌
机”竟然投下炸弹，没有借助地形地
物掩护的官兵当场“阵亡”……
“原因何在？”吴楠要求大家逐个

反思发言，分析查找原因。经验主义
严重、行动筹划片面、战场“触觉”
失灵……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不一会
儿，许多“病根”被挖出。
“忽略了‘敌情背后的敌情’，说

到底还是脑子没进入战场。”赖呈祥坦
言，复杂多变的战场上容不得半点马
虎和失误，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吃一堑长一智，大家深刻认识
到：指挥员作为作战行动的“大
脑”，只有把“感官触觉”全部调动
起来，才能不被表面“敌情”蒙蔽。

上图：盛夏时节，在新疆军区某团

战术演练中，班组成员协同快速抵近

目标区域。

吴建平摄

本
想
合
围
包
抄
，，反
被
﹃
敌
﹄
伏
击
，，新
疆
军
区
某
团
战
术
演
练
遭
遇
﹃
剧
情
反
转
﹄—

这
次
﹃
敌
情
﹄

…
…

没
给
全
…
…

■
杨
汝
俊

李
强
强

李
梦
奇

最近，《点滴之间见初心——习近平

与一封群众来信的故事》一文在各大

媒体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为正在全

党全军深入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提供了鲜活教材。

27年前，山西省霍州市郝郁民同

志等一行 3人赴福州、温州等地出差

考察，在购买从福州去温州的车票

时，被不法售票点欺诈。于是，他们

给素未谋面的福州市委书记写了一

封“投诉信”。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

习近平十分重视，不但写了回信，而

且责令有关部门认真查处。很快，有

关部门进行了调查取证，取缔了非法

售票点，将多收的33.6元票款退还给

当事人，并及时反馈了处理结果。正

是这次终生难忘的经历，让郝郁民等

人感到一位党的好干部一以贯之的

为民初心——那就是真正把群众的

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

群众利益无小事。习主席曾在《之

江新语》一书中指出：“对老百姓来说，

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

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

事。如果这些‘小事’得不到及时有效

的解决，就会影响他们的思想情绪，影

响他们的生产生活。”满腔热忱地办好

群众关心的“天大的小事”，就是党员干

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体现。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坚持把人

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

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

意的事情做起，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

生活。能不能真正把群众的小事当作

大事来办，绝不是领导艺术、工作方法

的问题，而是能否坚守初心、端正作风

的问题。朱德元帅曾说：“给战士站岗、

盖被子，这些不起眼的事情包含着中国

革命的成功。”然而这些“天大的小事”，

办起来往往繁琐耗时，办好了或许也难

见彩头，一些领导干部和机关为此便推

诿塞责、漠不关心。但是，基层官兵评

价领导干部和机关，往往首先看这些身

边事、琐碎事办得如何。

“将之求胜者，先致爱于兵。”各级

领导干部和机关应进一步强化宗旨意

识、增强群众观念，以坚定的理想信念

坚守初心，以真挚的爱兵情怀滋养初

心，以周到的服务意识践行初心，真心

实意为官兵着想，积极主动为基层办

事，想方设法为他们排忧解难，不断增

强官兵的获得感。尤其应结合正在深

入开展的主题教育，下功夫整治服务

基层思想不牢、作风不深入不扎实、解

决基层矛盾问题不担当不作为等问

题，不等不靠地办好基层官兵的烦心

事和挠头事，进一步增强部队的向心

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作者单位：武警山西总队）

用心办好“天大的小事”
■王殿元

本报讯 记者李怀坤、特约通讯员
齐永辉报道：7月下旬，东部战区陆军某
旅组织维修骨干培训，旅里已退休的高
级工程师陈朝形被邀请回营担任教
员。这是该旅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的务
实举措。

陈朝形苦心钻研维修专业 30年，曾
被原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聘为汽车维
修工“国家职业技能高级鉴定考评员”，
是该旅官兵公认的维修能手。

前不久，该旅炮兵分队接到赴西北

大漠参加“火力打击”演练的任务，单位
拟展开短期集训，培养一批能够遂行装
备应急维修的人才。然而，陈朝形已经
退休，旅里能够挑起保障重任的维修骨
干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为此，炮兵分队领导向旅党委提出
“请陈朝形回来帮训维修骨干”的请求，
该旅党委经过讨论并征得陈朝形本人同
意后，决定请陈朝形回营组训任教，这才
有了开头的一幕。
“陈高工听发动机声音异样就能

确定故障位置，看尾气颜色就能判明
油气路病症，真厉害！”和陈朝形朝夕
相处，汽车修理工卢普谦由衷叹服，他
表示要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向陈高工
多取经。

记者了解到，邀请退休和退役军人
助力练兵备战在该旅并非个例。今年 3
月，该旅成立某型雷达集训队。面对组
训力量薄弱的难题，旅党委邀请退役士
官王少杰回营执教，集训队员训练水平
稳步提升。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不拘一格使用人才

退休高工受邀回营重掌教鞭

前些日子，第 81 集团军某旅四级
军士长李鹏迎来自己 32岁生日。虽然
那盒托战友从山下买来的蛋糕，早已
被十里山路颠成了渣，但他心头仍洋
溢着幸福感，因为有妻子李明明一直
陪伴着他。

这样的陪伴，始于 2017 年的仲
夏——

那年，旅队新调整组建。一天，李
鹏接到老科长罗彬月打来的电话：
“李 班 长 ，我 代 表 组 织 征 求 你 的 意
见。有一处国防工程转隶到咱旅，考
虑到你专业对口，想派你去担负值守
任务。不过你要有思想准备，那里条
件比较……”没等老科长说完，李鹏就
一口答应了下来。“如果家属愿意，可
以一起搬过去，至少还能有个伴儿。”
罗彬月补充道。

当李鹏从驻地县城辗转近 3 个小
时，终于来到这个地处深山的国防工
程所在地后，他才明白老科长的意思：
这里没水没电没手机信号，方圆 3公里
荒无人烟，眼前只有两间破败的砖瓦

房……
“李班长，你一个人待在这里，辛苦

了！”代表组织送李鹏进山的罗彬月对
李鹏说。
“这是我媳妇的电话，下山后帮我

问问她，看她愿不愿来……”罗彬月将
要下山时，李鹏犹豫再三，终于支支吾
吾地开了口，“对了，一定要把真实情况
告诉她！”

李鹏能够猜到，妻子一定会来。果
然，度日如年的第 6天，一辆越野车吃力
地爬上山——副驾驶位置上，是他的妻
子李明明，她刚把开在县城的小饭馆盘
了出去，抱着一床铺盖卷就来了。越野
车后备箱里，装着部队精心准备的补给
品，还有一台发电机、两大包用来净水
的明矾块。

自此，李鹏夫妻二人在这座距离
县城 60 公里的深山中，过起了“原始”
生活。

做饭，用的是柴油炉，无论荤素咸
淡，总有一股怪味；吃水，喝的是深山溪
水，平时还好，一下雨溪水中直翻泥浆；

睡觉，住的是三尺砖床，山里湿气很重，
赶上雨季被子能挤出水来……在大城
市里长大的李明明开玩笑地说：“没想
到我嫁给了个野人。”

看着媳妇所受的委屈，李鹏心里
时常内疚。2017 年 12 月的一天夜里，
李明明突然发起高烧，这可急坏了李
鹏，硬要背起媳妇下山。奈何盘山的碎
石路像一只“拦路虎”，扯着他的脚后跟
直打绊子。这个从军十几年的硬汉破
天荒地哭了：“媳妇，真是苦了你！”没想
到李明明却反过来安慰他：“只要咱俩
在一起，啥都不叫苦。”
“在一起”是李鹏夫妻二人守山生

活的真实写照：每天清晨起床，两人一
同把 10余公里的国防工程从头到尾巡

查一遍；晌午，趁着阳光能照进山谷，
他们争分夺秒地打开风机，为地下坑
道除霉除湿；下午，李明明开始洗洗涮
涮，李鹏则只身进山，对国防工程的附
属设施进行维护检修；月明星稀，一把
缺了几个孔的口琴，陪伴夫妻俩战胜
孤独。

今年年初，大雪封山，李鹏下不去，
车也上不来。那一个多星期里，夫妻俩
硬是靠着喝雪水、吃罐头，才挺了过
来。当被大雪藏起的山路终于又露了
头，来送补给的旅领导拍着李鹏的肩：
“要不以后定期找人轮换？”李鹏还没说
话，李明明就先开了腔：“领导，不用，我
俩这都习惯了。他前些日子还说，要当
大山里的王继才呢！”

那天，李鹏夫妻俩跟着补给车回到
营区。当天下午，旅队专门为他俩召开
表彰大会。自此，战友们才知道，原来
山的那边还有一个“开山岛”，哨所里头
还住着一对“王继才”和“王仕花”。
“虽然苦一点，但是我们会继续守

下去。因为哨所就是我俩的家，守好哨
位就是守护家！”表彰大会上，李鹏面向
军旗庄严地敬军礼。没等吃晚饭，夫妻
俩又匆匆赶回那座深山……

第81集团军某旅四级军士长李鹏和妻子李明明坚守“夫妻哨”—

守望深山里的“开山岛”
■邹 贝 焦晓晨 本报特约记者 赵丹锋

破除和平积弊 聚力备战打仗·一案一思

古人说“草木皆兵”，往往是形

容人因惊慌失措而顾虑多疑。然而

在军人的思维里，它所反映的却是

处处小心、谨慎敏感的“战场触觉”。

比如，听到一声鸟鸣，会联想到

潜伏的哨兵；捡到一张碎纸片，会猜

想敌人行军动态；看到一只波斯猫，

会判断出敌军指挥所的位置……实

战意识，首先应从培养“战场触觉”

开始，它决定了我们能否发现隐匿

于蛛丝马迹背后的敌情。

当前，部队练兵备战氛围日益浓

厚，官兵思训谋战热情高涨。然而，

不可否认的是，一些指挥员身子迈进

了战场，但脑子、感官还没有真正进

入战时状态。只有时刻瞪大眼睛、竖

起耳朵、立起汗毛，不放过战场上的

任何风吹草动，才能敏锐感知敌情，

掌握主动。只有养成了灵敏的“战场

触觉”，“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军人

才能变得更加警惕，嗅出更多的战场

味道。

战场上不妨多些“草木皆兵”

■副团长 何 伟备战札记

8月2日，在天山北麓某野外驻训场，新疆军区某红军师“尊干爱兵、兵兵友爱”先进事迹巡回宣讲队利用官兵训练间隙

展开宣讲。 张 立摄

8月6日，第77集团军某旅机动至某空军靶场，开展实弹射击训练。

谭 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