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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自习室里的灯依然亮着。
看着大家收拾书本欢喜离去，火

箭军某导弹旅发射四营战士王付忠强
作镇定地埋头学习，一种前所未有的
焦虑感啃食着他的内心。

摊在他面前的，是某新型导弹专
业理论教材。入伍 23年，衔至二级军
士长，获评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军爱
军精武标兵……兵当到这个份上，什
么样的困难没遇到过，但这一次，他真
的慌神了。

作为我战略导弹部队的一张王
牌，该旅即将换型某新装备。换型如
换脑，所有导弹号手几乎从零开始。
而王付忠最难：别人换一门专业重新
学就可以了，但他，不仅最擅长的专业
取消了，而且如果想继续当班长、发射
架指挥长，就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掌握
新装备的所有专业。

具体有多难？200多本教材，6个
月学完。

尽管有一定基础，尽管有些原理
大道相通，但所有人还是为他捏了一
把汗。

与导弹打了这么多年交道，王付
忠当然想过，有朝一日自己看家立身
的专业，会因武器更新换代而退出历
史舞台，但没想过，这一天来得这么
快，这么决绝。
“我能行吗？我该怎么办？”王付

忠陷入了自我怀疑之中。
犹豫再三，他走进了旅政委左亚明

的办公室，想请旅领导帮忙出出主意。
“首长您放心，今年的发射任

务，我一定不辱使命……”可真正面
对旅领导，王付忠却改了口，说起了
自己负责指挥发射的最后一发老型
号导弹。
“老型号行将退役，老兵却不想

随之退役。”听王付忠话里有话，左亚

明指了指桌上的日历说：“打完这一
发弹，咱们旅离换型就不远了。这不
是终点，而是新质战斗力建设的起
点。老王，作为老同志，你可要做好
榜样啊！”
“终点”“起点”“新质”“榜样”，王

付忠感到这些词如重槌敲在他的心
上，咚咚作响。

这让他想起了很多往事。
刚入伍那几年，我战略导弹部队

开始向机动化全面转型。高精尖的专
业知识，刷新了他对“当兵练武”的认
知。当时，文化程度偏低的他，第一次
专业考试，就在全连垫底。

不少人觉得他不是那块料，连长
也建议他去炊事班学门手艺。“不！”王
付忠梗起脖子，立下军令状，“半年之
后，不在同年兵里拿下专业第一，自己

打背包走人。”
从那以后，王付忠一有时间就抱着

《电子线路图》《模拟电路》等初级教材
跑电路图，找到机会就钻进导弹车库熟
悉仪器设备，硬是将几万个电路节点、
数千条操作规程记了下来。半年后，他
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并在同年兵中脱颖
而出，率先成为发射架一岗号手。

正是凭借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头，
王付忠接连征服 3种型号导弹战车，
创下不俗战绩——那一年，该旅接受
作战能力检验性考核评估。面对一
道道难题，王付忠对答如流；那一
次，导弹发射在即风沙骤起，王付忠
凭借过硬的本领沉着应对，与战友一
起创造了该旅极端天气条件下的发
射纪录……

如今，新的挑战摆在面前。王付

忠清楚地知道，已过不惑之年的自己，
再不是连续熬几个通宵还能照常训练
的壮小伙，但作为父母妻儿、战友同学
眼中的骄傲，也决不能在这场转型大
考中举手投降。

告别旅政委，走向训练场，到底该
怎么做，王付忠心里有了答案：咱这
23年，驾驭大国长剑，纵横大江南北，
闯过高原林海，参加两次阅兵，成为先
进典型，受到多次表彰……这么多的
事都经历了，还有啥可怕的？
“干就完了，又不是没那条件！”套用

一句流行语，王付忠长舒一口气，笑了。

一句话颁奖辞：装备换型，专业清

零需重来；老兵倔强，战胜自我再出

发。王付忠，加油！希望很快听到你

的好消息。

本期“小咖秀”，来的“咖”不算小：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军爱军精武标兵……在部队即将换装转型的关键当口，

面对专业取消、限期达标的挑战，且看火箭军某导弹旅二级军士长王付忠如何放下思想包袱，抖擞精神再冲锋—

老兵突击：“干就完了！”
■孙丰皓 张 驰 本报记者 邓东睿

小咖秀

营连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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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防控第一线——战“疫”手记

“李兴烈，你的体会式教育笔记被
支队表扬了，快拿来我看看！”

开会结束，武警阿克苏支队警卫勤
务中队指导员王健回到宿舍，兴冲冲地
把李兴烈叫住。

李兴烈顿时一脸茫然，不知喜从何
来。一问才知道，在刚才的会上，支队政
委讲评本周工作时，专门表扬警卫勤务
中队政治教育开展扎实有效，特别是战
士李兴烈的体会式教育笔记标准很高。

听指导员这么一说，李兴烈赶紧把
自己的教育笔记本拿了过来。谁知，指
导员看后却是连连摇头：这笔记虽然字
迹工整、记录齐全，但是体会不深、感悟

也不透，还到不了被支队领导指名道姓
表扬的地步。这是怎么回事？

正纳闷时，王健的手机响了，是宣
传科干事杨超打来的。“指导员，不好意
思啊，上周我实在太忙，没到你们中队
实地检查，但想着你们平时政治教育搞
得好、教育笔记也记得活，就随便把战
士李兴烈的名字写进了讲评材料里。
现在，政委点名要看他的笔记，麻烦你
让他抓紧完善一下……”挂断电话，王
健觉得既好笑又可气。

真相大白，但政委那里如何交差？
王健想来想去，决定实话实说。得知事
情经过后，支队政委当即把杨干事叫

来，批评了一顿。
几天后，支队组织开展机关基层恳

谈会，基层官兵纷纷吐槽，提到了很多
这样的“乌龙事件”。比如上周，机关批
评执勤九中队战士对某项政治教育内
容不清楚，而实际情况是，被抽问的战
士因执勤未参加当日教育课……“说到
底，还是工作作风不实不细，官僚主义
严重。”讨论交流中，大家道出了问题症
结。

随后，支队综合官兵意见建议，对
有的机关干部坐在办公室里编材料、随
意抽查基层战士应知应会、滥用乱用通
报批评等现象进行了整改。

机关作风虚，表扬欠真实
■彭黄碧

三月的一天清晨，大山深处的一
座军营，火箭军某团阵地警卫通信连
列兵毛祥铭在军容镜前一遍又一遍地
整理着军装，对他来说，今天可是个
“大日子”。

“集合！”响亮的哨声打破了山里
的宁静，官兵们精神抖擞地来到连队
后山的“虎贲广场”。在这里，连队即
将为 25名新战士举行入连仪式。
“虎贲”，古指禁卫之军、骁勇之

士。当年，连队被命名为“铁川虎贲
连”，就是希望官兵砥砺和传承“虎贲”
身上的忠勇精神。记者了解到，在该
连，每一名士兵都有属于自己的编
号。在今天的仪式上，连队领导不仅
要给新战士授枪，还要授予他们每人

一个独立的编号。
一首雄壮的国歌奏唱完毕，连队指

导员王超峰走到广场中央，宣读“命
令”。此时，队列里的毛祥铭有些紧张，
紧绷的身体让他看起来不太自然，但他
的眼睛一直盯着台上，生怕错过什么。
“毛祥铭！”“到！”
“你是‘铁川虎贲连’的第 103名列

兵！”“是！”
听到呼唤自己的名字，毛祥铭激

动得声音颤抖，大声回应。他一遍又
一遍地默念“103、103……”每一次重
复，都让他心里少了一分忐忑，多了一
分责任。还有那枚精致的圆形徽章，
此前他在战友那里见过。它的正面是
一只金色的虎头和腾飞的导弹，背面

则刻着“砺剑铁川，忠勇虎贲”的连队
口号。如今佩戴胸前，毛祥铭感到自
己好像被注入了一种奇妙而强大的力
量。
“有编号的兵，就是不一样！”仪式

结束后，记者来到连队荣誉室，顿时被
满墙的奖状和证书所吸引。连长任校
校介绍说，该连先后荣立 3次集体二等
功、7次集体三等功，官兵们在上级比
武中屡屡摘金夺银。而且，连队每年
评选“虎贲尖兵”，评上的官兵会被写
入连史。
“朱志峰，连续做俯卧撑 666个；高

国良，连续做仰卧起坐 1621个……”毛
祥铭小声念着“虎贲尖兵”们的事迹，
眼里闪烁着渴望的光芒。

我是“铁川虎贲连”第103名列兵
■董潇寒 张新凯 本报特约记者 冯金源

王付忠（右二）在训练场与战友讨论训练难题，握紧的拳头显示出他对自己很有信心。 李晓鹏摄

当支援武汉的命令下达时，我的思
绪回到了 4年前。那一年，我是一名中
国蓝盔。

2016年，我赴刚果（金）执行为期一
年的维和任务。远在异国他乡，我无比
想念祖国，就像一个出门在外的孩子想
亲吻妈妈一样。

再次披挂出征，我已不再是当年
的小女孩，内心多了一份沉着平静。
我知道，同样是闻令而动，但这一
次，我是为我深爱的祖国，为我的骨
肉同胞。

我所在的火神山医院综合科，是最
晚成立的一个科室，医生护士来自不同
单位。大家按战时标准，快速行动，开科
3小时就开始接收患者，从此进入满负
荷运转状态。

26 床的许婆婆，86 岁高龄，生命
体征不稳定，生活不能自理，从住进
来那一天起就是我们重点关注对象。
有一天当班，我看到婆婆一口饭都没
吃，一问才知道她想儿子了。我马上
找来手机，加上她儿子的微信，拨通
了视频通话。

这是入院以来，婆婆说话最多的一
次。第二天,儿子托人捎来了一件碎花
棉袄，婆婆笑眯眯地穿在身上。“真漂
亮!”我夸她，婆婆笑得合不上嘴。有了
好心情，婆婆的状况开始好转。出院那
天，我搀扶着她，一直送到医院门口。
婆婆向我竖起大拇指，她的儿子也给我
发来微信：“谢谢你们，谢谢解放军，谢
谢祖国！”

我们科里，还住着阿念和她的外婆。
阿念是一个“90 后”小姑娘。阿念

的外婆先住进了综合科，病情严重，但她
拒绝我们的帮助和治疗，几天不吃不
喝。科主任毛青得知她的外孙女阿念也
是确诊患者，就协调把她转到了火神山

医院，安排在外婆的病房里。
“向阳而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阿念乐观向上，她说，“我来火神山，就
是要把外婆健康地带回家。”为激励患
者和医护人员共克时艰，阿念甚至还
开通了网络直播。这给了我们莫大的
鼓舞，“亲情疗法”也开始起效，老人终
于肯配合治疗了。

3 月 1 日，阿念的外婆病情突然恶
化，转入重症监护室抢救。我去病房里
看望阿念，只见她硬撑着自己，不让眼泪
流出来。阿念说，现在需要的是希望，她
不愿意传递悲伤。
“燕子姐，你写一段话送给我吧。”沉

默了许久，阿念突然抬头看着我，眼睛里
充满了坚毅。于是，我在她的本子上写
下这样一行字：“心若向阳，无畏悲伤；心
如花木，向阳而生。”

也许是因为忙碌，感觉时间过得好
快，我已习惯了在火神山医院的工作。
每日醒来，首先打开手机看疫情、看微信
留言。有一条患者发来的微信令我深有
感触：“你们有的上有老下有小，有的是
家里的顶梁柱，有的孩子还小，有的是妈
妈的心肝宝贝……”

不错，我们都是具体的人，但在武汉
的每一刻，革命军人、共产党员、医生护
士，都不是一个空洞的头衔，是军人就该
走上战场，是党员就该冲锋在前，是医生
护士就该救死扶伤。我相信，世界上没
有什么比拯救生命更高尚，也没有什么
比失去生命更忧伤。

4年前，在中国第 20批赴刚果（金）
维和部队授勋仪式上，中国驻刚果（金）
大使将一枚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佩戴
在我的胸前，我面向国旗唱响国歌，热泪
盈眶。

这一次，我不需要勋章。遥望英雄
的江城，我只想做一名战士。

从中国蓝盔
到抗疫战士

■火神山医院综合科护士 周 燕

讲评，是开展工作的一种常用方

式。不论是工作讲评，还是会议讲评，我

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下面，我简

单讲评一下。”然而在基层部队，这个简

单讲评往往并不简单，常常是长篇大论、

滔滔不绝，而且进行讲评的人也绝不止

一个。

郝小兵记得在军校读书时，一位学

员营营长每次讲评时总会说：“今天，我

只讲三句话。”初闻此言，会感到新风扑

面。然而，时间久了、次数多了，才明白

其中满满的套路。因为这三句话，每句

话中都包含有三个小点，等真正把这三

句话讲完了，少则半个小时，多则一个小

时，对于刚刚结束训练、需要休息调整的

学员们来说，不可不谓是一种煎熬。

简单讲评缘何不简单？有的是因为

工作思路不清，贪大求全，生怕讲得不够、

出现纰漏；有的是因为语言功底不够，东一

榔头西一棒槌，反反复复说个没完；还有的

则是官僚主义在作祟，似乎讲得越多、时间

越长，才能彰显对工作越重视、个人能力越

高强。话风连着作风，不论出于何种原因，

这些现象都是应该批判和反对的。

当然，讲评也不是越简单越好，有话

则长、无话则短，关键要讲有用实在的

话，而且要讲到点子上。

文/司晓帆、徐国豪

图/殷秀祥、李文博

简单讲评咋一点也不“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