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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当我取得军事建模竞赛的成绩后，

有些人更愿意相信这是我大学时底子

打得好，而不愿相信这是我在部队3年

多的摔打和坚持。

起初，我也不相信。当看到身边有

人很快崭露头角，有人却长期默默无

闻，成长进步三两年间就分出了快慢，

我也羡慕、焦虑、迷茫。毕竟，军营里，

事事争第一的血性、紧张快节奏的环

境、“一步慢步步慢”的论调，都逼着我

们快马加鞭，不敢慢下来。

一会心思放在演讲、主持、摄影、写作

上，一会心思转到这个比武、那个竞赛上，

可一年两年过去了，我啥事都没干出点名

堂，反而在频繁切换努力方向的过程中，愈

加迷茫。现在回想起来，这都是被急功近

利遮蔽了双眼，总幻想走捷径而导致的。

这样急躁的心态很容易出现在我

们这些年轻的排长身上：习惯于追逐短

期的目标，而不管自己是否真的热爱，一

旦遇到挫折，又全部推翻，重新找其他努

力方向。有的排长把提职晋衔看作唯

一的成功标准，而忽略了在事业上的实

干作为和价值实现，常常在左右摇摆中

空耗精力，导致忙而无功、累而无获。

在我经历这样的急躁和迷茫的时

候，一位前辈告诫我：“坚持你热爱的东

西不要放弃，10年后看看！”

我能坚持学习数学建模，正是出于

热爱。

如果不是热爱，怎会发现自己在这条

路上坚持了这么久，即使被误解，依然割舍

不下；如果没有坚持，怎会发现自己对一件

事爱得深沉，即使再疲惫，依然从一而终。

我发现身边有很多排长坚持着自己

的热爱：每天跑步健身、写读书笔记、学

软件编程、背英语单词……几乎风雨无

阻、一天不落，这在其他人看来是莫大的

考验，却被他们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而我热爱建模，坚持用数学的视角看世

界，也终于找到自己发光发热的舞台。

对于我们这些年轻排长而言，未来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条路上难免会

经历漫长漆黑的长夜、寂寞枯燥的独

行、睥睨轻视的冷落、突如其来的打

击。但我相信，只要目标坚定，决不放

弃，永葆热爱，踩实当下的每一步，就一

定能圆梦，赢得鲜花和掌声。

有一种坚持叫做热爱
■江雨春

“排长就算是学霸，

也要干出点名堂来，否则

难以服众”

那年夏天，江雨春从军校毕业，被分
配到陆军某部电子对抗营。

军校期间，他就是同学中的佼佼者：
专业成绩第一，赢得过国际数学建模竞赛
一等奖，发表过高水平论文。踏入部队，
他同样不甘于平凡，渴望尽快在同批排长
中崭露头角，踢响干事创业“头三脚”。
“我的爱好和特长就是数学建模和软

件编程。”当时，时任领导会见新报到排
长，江雨春这样介绍自己的专业特长。

他本以为这样专业化的自我介绍，能
引起领导重视。可实际情况是，他“扔进
湖里的这颗石子，并未激起太多涟漪”。

相比而言，爱好写作的新排长受到
鼓励，特长是体育、播音主持、摄影美术
的新排长得到了更多关注。

江雨春心里颇为失落。
走进连队，面对战友，他在军校期间

那牛气的专业光环更无人买账。
“排长就算是学霸，也要干出点名堂

来，否则难以服众。”下士小晏道出了基
层部队与军校截然不同的评价逻辑。他
是连队的训练尖子，多次比武拿第一，在
连队很有威望。

江雨春决心咬牙干出个样儿来，让
战友们瞧瞧。

刚下连那两个月，每天早操后，江雨
春就带两个列兵打扫整个外围卫生区；
每天下午，到了菜地，他又把翻地除草的
累活揽在手里。

然而，不管如何兢兢业业，训练上的
短板使江雨春并未赢得战友们的认可。
他所在的连队是军事训练一级单位和二
等功连，官兵们军事素质都很高，而他的
训练成绩并不拔尖。

与其他同期排长横向对比，江雨春一
时间更是感到迷茫：一排长武鹏飞参加过
实装演习，体能考核、专业比武全团第一；
二排长刘伟机要专业出身，夺得战区陆军
机要专业比武第一名，是各级机关青睐的
人才；三排长杨栋栋从当兵到考学提干一
直在营里，资格老，善于和所有人打成一
片；而他这个四排长，军事训练成绩难以
快速提升，人际关系也一般般。
“想在连队站稳脚跟都费劲，又如何

在全团崭露头角呢？”一想到这里，江雨春
更加焦虑。他明白，优秀连队拼的是硬实
力，埋头苦干脏活累活是远远不够的。

当年年底，在全团干部大会上，听到
有同期排长因军事素质好、管理能力强，
被表彰为优秀基层干部。江雨春满脸羡
慕，又满心失落。

这意味着，初任排长半年多，有的战
友已领先一步，而他自己却成了这场激
烈角逐的落后者。

更大的迷茫在于他对成长进步的
担忧。

一次闲谈中，排里老班长担忧地向
江雨春举例：某连老排长当年也是个学
霸，才华横溢，但工作总干不明白，如今
他曾经带的排长已成了他的上级……
“在那些默默无闻的时光里，我想过

很多条出路。”那段时间，江雨春的情绪
极不稳定，想到了考研、考证，甚至“转
身”等“后路”。

这一切，都被指导员左健看在眼里。
作为过来人，他懂得那种委屈和愁苦，于
是拉着江雨春去参加团里的演讲比赛。

那天，江雨春抓住了这难得的倾诉
机会。面对大礼堂内数百名战友，他真
情讲述了自己从军校“意气风发”到基层
“垂头丧气”的心路历程，感动全场。

演讲中，他回顾了自己在军校期间
钻研数学建模的奋斗史，还意外得到了
时任领导的赞赏和鼓励。

那一次在全团的公开露脸，使江雨
春深受触动。他想起自己曾经痴迷建模
的初心：强军需要信息化，数字建模在部
队必有用武之地。
“急于崭露头角，其实就是一种急功

近利。”回想那大半年的经历，江雨春意
识到，曾经的少年壮志、报国初心、远大
情怀，都被蒙蔽在狭隘的小心眼里。

“ 那 个 被 冷 落 的 爱

好，像熄不灭的蜡烛在心

中摇曳”

那次演讲后，江雨春时常去连队学习
室埋头苦读，就像在军校时那样。每次学
到新知识、领悟了新算法，他都很满足。
“学这有啥用？”身边的战友对他坚

持研究数学建模并不理解。
从岗位来看，摆在排长面前的晋职

路径是明确的：可以争取担任连队军政
主官或营部参谋，也可以进入机关各个
科室任参谋、干事。数学建模似乎与这
些位置都无关，即使当做兴趣爱好也显
得过于高冷。

然而，对于这个看似“无用”的技能，
江雨春不想放弃。

那一阵，上级机关想借调一名排长，
营部特别推荐了江雨春。

负责考察干部的一位机关领导来到
营里，召集全营所有排长一起面试。

初次见面，那位领导问江雨春有什
么特长，他就把自己得过各种学科竞赛
奖项一股脑儿说了出来。

领导不为所动，一连问了 3个问题：
“写材料会不会？搞专题调研行不行？
做训练计划能不能？”

江雨春表示：“经验不多，不过自己
可以学。”

最终，另一名文字功底比较扎实的
排长被机关借调走了。
“你咋闹不明白呢？你会数学建模一

时也用不上，上级要看的是你会不会抓管
理、搞训练、写材料！”江雨春与机会擦肩
而过后，时任营长王小明也有些急了。

这些话，令江雨春陷入了自我怀
疑：“看这些数学建模、编程相关的书太
耽误时间了，连队也不需要，坚持下去
有意义吗？”

生怕这样下去，自己将在基层一事
无成，江雨春妥协了。他决定放弃，另寻
新路。

一天，江雨春给母亲打电话说，剩下
的所有建模书都不用再往单位寄了，“都
卖掉”。可母亲舍不得。她虽然文化程
度不高，但觉得这些书一定还有用，就把
它们整齐摆在书架上。

力争参加电抗专业尖子集训——这
是江雨春给自己重新制订的奋斗计划。

虽然电抗专业并非江雨春大学所学
专业，但经过数月苦练，他也能在考核中
拿到良好的成绩。然而，这样的成绩与
那些科班出身的集训对手相比，还有相
当差距。

随着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启动，江雨
春被分流到某合成旅。

在新单位，受一位老干事成长经历
的启发，江雨春再次转换奋斗方向。他
决定向政工干部转型，开始苦读公文写
作书，不断锤炼文笔。
“扎硬寨、打呆仗”，对于学习新知

识，江雨春向来舍得下苦功。
在军校学习数学建模时，他苦读 3

年，才终于在建模竞赛中崭露头角。如
今，学习公文写作，他以同样的韧劲，快
速汲取相关知识和前辈经验，很快就被
借调到机关宣传科帮助工作。

然而，真正热爱的东西是丢不掉的。
“神经网络”“遗传算法”“随机游走

模型”等一个个大学时未吃透的智能算
法概念，总是如影随形，“煎熬”和“折磨”
着江雨春的内心。

“本想把数学建模完全抛诸脑后，可
那个被冷落的爱好，像熄不灭的蜡烛在
心中摇曳。”每次在网上采购新书，江雨
春总会不自觉地加一本建模相关的书。
平时加班累了，翻翻数学建模的书看看，
他就感到莫大的慰藉。

不管承认不承认，数学建模这条路，
江雨春并未放弃。

与此同时，部队信息化建设快速推
进，很多信息化新概念不断为官兵所理
解和接受。

江雨春终于迎来了好时候。

“选择一条自己喜欢

的路，坚持下去，时间会

给出最好的答案”

在部队摸爬滚打 3年，江雨春对实
战化训练有了深刻感知——

在实战化对抗演练中，面对越来越
多更复杂、数据量更大的作战难题，传统
的作战运算已经捉襟见肘，而定量分析、
模拟验证等运算方法越来越受重视。参
谋人员的数据采集能力、建模能力和计
算能力也越来越多地被各级提及，而自
己真正的特长正有助于此。

为落实中央军委《关于提高军事训
练实战化水平意见》，全军军事建模竞赛
特别邀请部队官兵和文职人员参加。

江雨春的建模特长，终于有了施展
的舞台。

事实上，该旅一直将作战筹划作为
每名指挥军官的日常必修课。

在前期营以下干部的考评中，江雨
春以电子对抗连连长身份，在规定的 4
个小时内完成了作战筹划。

过硬的作战指挥技能，加上他一直
没有放弃的数学建模技能，都给了江雨
春参赛的自信和底气。

他与旅里信息保障队排长曾云和火
箭炮连研究生排长马冀云一拍即合，成
立建模参赛小组。

被母亲“拯救”的 30多本建模教材

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们还购买了最新
的建模所需软件，在旅图书馆展开了周
密的建模学习和训练。

竞赛开始后，那些深埋在记忆深处
的模型，一个个在江雨春脑海中复苏。
一行行算法代码输入，他们逐渐搭起了
基本框架。

面向部队组的 4道建模竞赛题目，
全部源自部队在练兵实践中迫切需要解
决的“瓶颈”问题，难度大、战味浓，是实
打实的军事案例。
“都是指挥打仗中必须直面的现实

难题，都需要把‘算’的功夫发挥到极
致！”在发挥自己特长的赛道上，江雨春
难抑兴奋。

他们费尽心血搞定了第一问，却在
第二问遭遇了重大挫折——第二问的模
型建成后难以求解。
“模型建复杂了，算起来难度太大，

推倒重建吧！”当时是竞赛第 3 天的凌
晨，江雨春放弃现有模型的决定，使团队
面临可能无法按时完赛的巨大风险。

在江雨春的脑海中，平时训练作战
筹划的情景与数学建模的各种经验飞速
闪现。他转变思路，开始尝试建立一套
以前从未尝试过的新模型。

题目中，敌我双方的相互博弈过程，
被江雨春小组分解成不同阶段、不同情况，
各自建模。新的模型降低了求解难度和代
码量，并得出了较为满意的可行方案。

这条新路，打通了！
竞赛还在继续，他们面临的论文工

程量依然巨大。图书馆里，随着噼里啪
啦的键盘声和纸笔的摩擦声，他们的焦
急与时剧增。

最终，竞赛结束前 10分钟，他们的
论文截稿上交！

关上电脑，3人相视而笑。
一战成名。去年底，得奖的通报从

上级下发到旅里，江雨春小组从上百支
参赛的部队组中脱颖而出。
“选择一条自己喜欢的路，坚持下

去，时间会给出最好的答案。”这是江雨
春对自己和新排长们最想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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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学霸排长的成长之路
■陈 陟 本报特约记者 赵丹锋

炫目的灯光中，排长江雨春登上旅队最高的领奖台。回

望当排长这3年多，他感觉这一路仿佛一场登山赛。

新春之际，第81集团军某旅举行“感动旅队年度人物颁奖

晚会”。江雨春由于带队夺得2019年全军军事建模竞赛特等

奖，被该旅党委评选为“学习标兵”，母亲受邀亲自为他颁奖。

“你要感谢组织培养，同时也要庆幸自己没有放弃！”领

奖台上，母亲擦干眼泪，对江雨春说了这样一句话。台下，连

队官兵鼓掌欢笑，老班长也竖起大拇指，为他点赞。

举起奖杯的那一刻，江雨春心中困扰已久的成长烦恼，

都随风飘散。

毕业后扎根基层，江雨春和许多年轻的排长一样，迷茫

过、失落过、奋斗过，想要在短时间内脱颖而出，挫折却总是

一个接着一个。但他没有放弃，坚持走在一条自己喜欢但不

被看好的成长路上，踏出了坚实的脚印，最终收获了成功，赢

得了大家认可。

因带队夺得2019年全军军事建模竞赛特等奖，排长江雨春有幸和母亲一起登上旅队最高的领奖台。当他举起奖杯的那一刻，困扰他排长生涯3年多的诸多成长

烦恼，都随风飘散。 杨凌宇摄

过去30多年，“人力资源”的概念

走进了中国企业，也走进了军队，逐渐

取代了“人事”“人力”等相对狭隘的字

眼。这种转变的背后，是大家深刻认

识到人才是宝贵的战略资源。

人才，强军之基。一流的人才，需

要长久培养、持续发展，而非拿来就

用、不行就换。通常在组织中，人才符

合“生命周期”的规律，一般分为引入、成

长、成熟和衰退四个阶段，如何扩大引入

范围、提高成长效率、延长成熟时间、推

迟衰退速度，关键要看各级领导对待人

才，尤其是年轻人才、潜在人才是否具备

足够的耐心和远见。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

患。去年，华为的“备胎计划”浮出水

面，十年备胎、一朝转正，挽回了国家

尊严。培养人才同样是“备胎”的过

程，势必需要消耗大量时间、资源和精

力，若平时培养不善，关键时候只会临

渴掘井，无人可用。

培养人才要厚爱宽容。领导干部

要营造良好氛围，优化外部环境，对年

轻干部厚爱三分，宽容几许。不能用

“放大镜”去看年轻干部的短板和问

题，用不够信任、不够放心的心态拒绝

他们提前上岗锻炼。甚至碰到晋升机

会，便萌生让他们“熬年头”“论资排

辈”的念头。应当放心使用这些“未来

指挥员”，把有干劲有冲劲的年轻干部

推到更重要的岗位，虽然有瑕疵，但要

相信瑕不掩瑜，即使犯了错误，也要给

予“容错纠错”，帮助他们成长，给时间

等待他们成熟，绝不能“一棒子打死”。

培养人才要因材施教。天生我材

必有用，孔子熟知每一位学生的秉性和

特长，结合学生特点传授知识。培养人

才同样要考虑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找

准他们的闪光点。不能因为年轻干部

一时潜能没有挖掘开发出来，就冷落一

旁；不能一味搞亲疏远近、特殊照顾；更

不能盲目强制他们专业和能力错配，令

他们产生逆反心理，导致“破罐子破

摔”。应当充分考虑人性特点，尊重每

个人自我成长和自我发展的动机，同时

从实际问题出发，没有岗位就设，没有

编制就兼，立足实战要求，大胆创造出

人尽其用的良好环境。

培养人才要持之以恒。“十年树

木，百年树人”，人才，相比木材，更要

恒以育之，毕竟知识和能力是相对的、

动态的，如果不继续学习，人才就会快

速老化、落伍。

部队各级领导不可拔苗助长，急功

近利地提出超越阶段的标准；不可把年

轻干部放到基层一线和艰苦复杂环境

后就不闻不问；更不可仅仅着眼于突击

式培训，需要的时候猛抓，不需要就搁

置，令他们时常处于频繁切换状态，空

耗时间和精力，却达不到效果。应当尊

重人才“生命周期”规律，保持耐心和远

见，坚持适当超前，积极培养，人才最终

会脱颖而出，建功军营。

人
才
培
养
需
要

耐
心
和
远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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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伟

内心独白

锐视点

第683期

聚焦基层排长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