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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班长，连长找你！”“常班长，指
导员找你！”“常班长……”每天听连部
通信员时不时地召唤常峰，不少战士感
叹“常班长太忙了”。

也难怪他忙。他不仅精通供配电
专业、给排水专业，吊顶、喷涂等土建工
作也在行，是名副其实的“技术大拿”。

一次，连队接到参加上级演习任
务，正在休假的他被单位召回。回来
后，又是进行电线路检测，又是工程局
部整修，他一个人牵头负责好几项任
务。同时，连队线路改造，用电器维修
也需要他亲力亲为。
“这样下去，忙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啊？”常峰经常吐槽。
“你要是闲下来，一准还不适应

呢。”有战友这样调侃他。
还真是，说什么来什么。习惯了每

天忙碌的他，最近突然闲下来了。“维护
精兵”专业技能比武，参赛人员名单上
都是年轻士官，没有常峰。

常峰为什么不参加？“因为我们要
建立完善以老带新、师徒结对的专业骨

干培养模式……”面对战友们的疑惑，
指导员在教育课上为大家解读刚刚下
发的团办公会纪要。

原来，团领导发现，近几年参加上
级比武、演习任务的都是老面孔。一份
参加上级演习保障人员名单显示，近半
数是中士以上士官。

今年可以，明年可以，那后年呢？
团交班会上，团长李晶石发问：“我们优
秀的年轻士官在哪里？”

闻令而动。常峰所在营按照团里
要求，制定细化方案，由 1名资深专业
技术骨干带 2至 4 名年轻士官或有长
期服役意愿的义务兵，明确培养目
标、阶段性要求、帮带内容等，一批年
轻士官和义务兵被推上前台。在团
组织的专业技能集训中，“生面孔”多
了起来。

常峰去干什么了呢？其实，常峰
也没闲着——加班加点修订专业教
案，为年轻同志讲解专业理论、指导实
践操作……从“主演”退居幕后，他“出
镜”次数少了，但心里更踏实了。

“技术大拿”放心退居幕后
■孙 毅 闫 飞

初冬时节，凉意袭袭。
今天上午，团里的辅导授课后，刚

休假回来的政委拎着一个黑色小包径
直走向讲台。
“大家知道这是啥吗？”正说着，政

委从包中掏出一把酷似手枪的小玩意，
朝我们比划，礼堂顿时鸦雀无声，大家
都抻着脖子望向政委。

政委随后介绍到，它叫筋膜枪，可
以有效地对肌肉和筋膜进行放松，防止
训练伤病。

原来，政委休假时看到关于筋膜枪
的介绍，便萌生出能否用它预防部队训
练伤病的想法。他专门打电话咨询医
院医生和院校教员，还试用了一段时
间。这不，刚休假回来，他就迫不及待
地为我们分享这个“神器”。
“谁上来试一试？”“报告！”我与十

几名战友几乎同时起立。政委的目光

最后落在我身上，“这名上等兵同志，你
来体验一下！”

我小跑上台，政委让我坐下，蹲在
一旁给我放松腿部肌肉。我顿时心跳
加速，绷紧身子坐得笔直。“全身放松效
果才好。”政委一边演示，一边和大家聊
着筋膜枪的使用方法。
“咱们可要跟上‘节奏’，科学训练，

下一步我们考虑统购筋膜枪配发到连
队。”一时间，台下掌声雷动。

事后，大家纷纷感慨：这两年来，团
里为连队配发泡沫轴、战绳等一批专业
训练器材，室内训练场也提上日程，还
定期请来驻地专业教练和医院专家，培
养组训骨干，一系列举措让我们训练热
情大增，劲头一天比一天足。

我真是发自内心为这样的变化
点赞！

（潘文璐、台 浩整理）

教育课后，政委为我“按摩”
■新疆军区某高炮团二营一连上等兵 姜伟伟

“最近耐力训练比较多，要适当把
重点调整到上肢力量训练……”10 月
下旬，我调整了体能训练安排，很快就
落实到训练当中。看着全排热火朝天的
训练场景，我越来越有当排长的感觉
了。然而，在刚被安排带新兵时，对于
新训骨干的管理，我就像一拳打在了棉
花上。

一次训练间隙，我组织全排骨干
进行教学法竞赛，一名班长理论记得
不牢，下口令时磕磕绊绊。这本是一
件小事，谁知另一名班长借此开他玩

笑，这名班长自尊心强，很不服输，
结果一个小小的玩笑演变成了激烈的
争吵。

那时的我想上前调解，但是，我
担心自己调解不好，不是因为我不知
道怎么说，而是觉得还掌握不住他们
的思想，在他们心中的分量还不够
重。如果借排长身份硬性平息这场争
吵，他们只会是“口服心不服”，给我
贴上“不懂管理”的标签。如果我不
去平息争吵，更显得我很无能……最
终，我还是选择了沉默，这场争吵也
不了了之。

周日晚上的连务会，我说出了自
己在这次争吵面前的无奈：亲和力不
足、工作方法欠佳，使排里凝聚力减

弱，我为没能营造一个和谐团结的内
部氛围而愧疚。

指导员吴毅耐心地宽慰我说：“要
使集体具有凝聚力，关键是要树立相
同的目标。你不必强调自己的主导地
位，只要为集体定好方向，大家会主
动向你靠拢。”

从那以后每次遇到问题，我都会
首先向班长了解情况，再想怎么解
决；每次作决定前，都会向班长征询
意见，听听他们的想法。这样一来，
我跟骨干慢慢地拉近了关系，骨干更
愿意支持我的工作了。

由此，我总结出一条心得：一名
排长要想尽快树立威信，首先得学会
凝聚兵心。

当排长要有凝聚力
■新疆军区某步兵团排长 张耀东

指导员之家 士兵日记

排长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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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明摄

前期，我们推出数名指导员自己动笔写作的稿子，有
的谈及带兵之道，有的抒发心得体会，虽然表达不一，但都
是真情真心的真实流露，也引起很多指导员的共鸣和来
稿。作为专门关注指导员的栏目，今天我们推荐两名指导
员的文章。

来自某防空兵部队的指导员郑哲思，在谈心中了解到，
每一颗镶在战车上的星星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于是，

他收集整理出这些故事，讲给官兵们听，让他们从中感悟防
空兵前辈的初心，更加忠实履行防空兵的使命。

另外一名指导员是来自武警某部的陈哲，一次不经意的
“偷听”，让他意识到执勤哨位也有一些“噪音”。在他的助推
下，“噪音”被屏蔽，岗哨恢复宁静、哨兵回归心静。

这两篇文章情真意切，有料有货，值得一品！
——推荐人：朱艺森、施 睿

为扎实推进“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进一步增强党员责

任担当和奉献意识，10

月26日上午，武警辽宁

总队某支队组织全体党

员前往葫芦岛光荣院看

望慰问革命老前辈，聆

听革命故事，学习革命

传统。

王文超摄影报道

大家知道，我们旅有独特的庆祝胜
利方式。每当我们用导弹击落一架靶
机，会给这辆战车镶上一颗星，我们称
它为“胜战金星”，而每颗星背后都有一
段动人的故事……
——有的星星背后矗立着忠诚的

灵魂。
那年冬天，我们的前辈出国学习

某型导弹装备，他们没有外语和发射
原理基础，只能白天学习，晚上请中文
翻译开小灶，揉着冻红的耳朵，搓着僵
硬的手，经常听着课堂录音，趴在书桌
上入睡……

虽然学得辛苦，但他们知道，学好
了，长的是中国人的脸；学不好，伤的可
是中国心！最终，10名学员获得金牌学
员勋章。回国后组织装备试射，首发命

中，空中开花，得到上级领导的高度肯
定并挥毫写下“神剑”二字。面对“神
剑”，他们庄严地为战车镶上了第一颗
星星……
——有的星星背后流淌着拼搏的

汗水。
1998年的一场实弹射击，第 9枚导

弹突然出现故障！上级要求一周内解
决，可缺少相关备件，怎么办？

金牌银牌不如自己的品牌，要想打
得赢必须要有“中国芯”！原装备处长
许光锋带领技术骨干进入了两班倒的
状态，白天顶着 40多摄氏度高温作开机
检测，夜里反复与困意作斗争，终于把
“中国芯”安进了装备……

测试那天，所有人在战车里凝神屏
息，攥紧拳头，眼神死死盯着屏幕，生怕

错过一丁点信号，心都提到嗓子眼儿！
“东北方向发现目标！”“雷达捕捉！”“跟
踪稳定！”“发射！”……成功了！大家兴
奋地跳起来，忘记了战车的狭小，狠狠
撞向车顶，他们骄傲地为战车镶上了金
星。后来，他们相继完成 50余项技术革
新，战车终于靠“中国制造”燃起了新的
征程……
——有的星星背后饱含着深情的

泪水。
2015年我旅首次跨区基地化演习，

四营发射二站站长马乾坤突闻母亲病
危的消息。马站长肩负导弹发射任务，
如果中途换人，发射失误风险极高；如
果不抓紧赶回去，就见不到母亲最后一
面，回还是不回？一张请假表展开又折
上，一支笔提起又放下……

这时，母亲来电了，她缓缓吐出 8个
字：“儿，安心工作，妈等你！”听着母亲
微弱气息，马站长攥着电话，噙着泪花，
心如刀绞，请假表上写满了同一句话：
妈，我爱你！

弹响靶落瞬间，马站长跃出战车，一
路狂奔，拨通母亲的电话：“妈，你看到了
吗，我打中了！”可电话那头却传来父亲
的一声叹息：“来不及了，你妈走了！”总
结大会上，旅长讲述起马站长母亲的故
事，全旅官兵都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茫茫星空，如果你问我，哪颗是最
亮的？我会告诉你，它不在天上，就
在咱们战车上！一代代防空兵用自己
的拼搏奉献，让它们闪亮耀眼，那是
荣誉的颜色，是忠诚的底色，更是军人
的本色！

战车上的星星为何这么亮
■第73集团军某旅指导员 郑哲思

“既要时刻关注监区动态，还得随
时做好被抽问应知应会的准备，哪还能
集中精力站哨啊……”上周，我从晾衣
房路过时，不经意间听到了战士李明在
跟几个战友吐槽。为一探究竟，我侧身
在营房拐角处“偷听”他们的聊天。

原来前不久，李明站哨时被支队
机关电话抽问应知应会相关内容，他
一时紧张没答上来，结果挨了通报。
有了那次遭遇，李明变得“聪明”起
来，每次站哨都要带一份打印好的应
知应会，然后在哨位上一边站哨，一
边偷偷背记，以应对再次被抽问。谁

承想，他的“机灵”之举很快被支队
实地查勤组逮个正着，还被贴上“履
职不认真”的标签。这两件事给李明
带来了不小的心理创伤，他对此一直
耿耿于怀。

听完李明的吐槽，我悄悄转身回
到宿舍，随后把他叫到了队部，“最近
是不是遇到啥烦心事了？”对于我的突
然 “ 问 候 ”， 李 明 感 到 有 些 意 外 。
“没，没有啊……”见李明支支吾吾不
好意思的样子，我直奔主题，把我
“偷听”到的一切都告知了他。

“指导员，其实站哨累点我不怕，

就烦时时防备被机关抽查应知应会,那
叫一个担惊受怕……”面对我的真诚
坦白，李明也一股脑地把苦水倒了出
来。看着李明无奈的样子，我也陷入
了沉思，这个问题不容小觑。
“很多应知应会跟执勤站哨没多大

关系，执勤任务本来就繁重，还要备
受应知应会折腾，心思都被分散了”
“有时站两小时的哨要被抽问三四次，
哪还有精力观察监区‘敌情’”……
在中队组织的一次大讨论上，官兵们
各抒己见。随后，我将问题一一梳
理，并向支队提出“把影响战士执勤

的应知应会请下哨位”的建议。
没过几天，支队领导在交班会上明

确：执勤岗位就是战位，一定要确保哨
兵集中精力，时刻关注敌情。禁止机关
随意抽问哨兵应知应会，避免分散哨兵
注意力。对于一些必要的应知应会，各
中队自行组织学习，机关定期到中队进
行抽查。

此后，情况有了很大转变。站哨
时被抽问应知应会的没了，官兵们如
释重负，站哨精力更集中了。这不，
上周李明因为站哨时精神状态好、敌
情意识强，被支队点名表扬。

别让“应知应会”分了神
■武警玉溪支队某中队指导员 陈 哲

1944 年 12 月，毛泽东发表《一九四
五年的任务》演说，要求全军应在每一部
队中举行拥干爱兵运动，号召干部爱护
士兵，同时号召士兵拥护干部，彼此的缺
点错误，公开讲明，迅速纠正，这样就能
达到很好地团结内部之目的。八路军、

新四军各部队遵照上述指示精神，采取
上级首长示范、召开连队民主大会和制
定尊干爱兵公约等方式，运用批评和自
我批评武器，陆续开展了尊干爱兵运动，
进一步增强了部队的团结。

1945 年 3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发

出《关于在全军区部队开展尊干爱兵运
动的指示》强调，尊干爱兵运动关键在干
部，必须首先从各级负责干部与领导机
关着手，改造思想，转变领导作风。要牢
固树立爱兵观念，对士兵的生活、困难和
疾苦以至进步，要高度关心，不能采取漠

不关心的态度。在领导与管理上，要掌
握说服教育与宽大感化政策，从思想上
解决问题，启发大家上进，把官兵关系建
立在政治自觉与革命友爱的基础上；对
于后进分子、逃兵与新战士，对于有错误
有缺点的人，必须以说服教育与感化启
导为基本方法，而不能采取鄙视、讽刺、
滥用处罚等错误做法。尊干爱兵运动是
长期的，是我们革命军队的一种基本传
统作风的养成问题，各部队须根据本身
具体情况，随时进行教育，注意总结典型
材料。
（摘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工作大

事记》，李鹏整理）

尊干爱兵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