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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既然是协同训练，各方谁都不能
掉链子”“频繁遭遇‘敌情’，支援节奏很
难把握”……

4月上旬，新疆军区某团炮兵营议
训会开出浓浓火药味，几个参加协同训
练的专业分队围绕“对抗训练中战车炮
班‘战损率’过半”的原因争议不休。据
负责专业训练的副营长宋振江透露，这
是今年开展实战化对抗训练以来成绩
最差的一次。

前些天，根据专业协同训练安排，
该营各专业分队进入对抗训练阶段，兄
弟连队装步、修理等分队作为协同作战
力量加入其中。
“不知道这次导调组又会出什么

‘花招’？”随着命令的不断下达，三连上
士班长侯倩龙带领炮班迅速开辟炮阵
地。炮车刚停稳，后方传来紧急指令：
阵地暴露，马上转移。“又来这招！”侯倩
龙一边有条不紊指挥全班移撤，一边估
摸着接下来可能遭遇的“敌情”，心里多
少有了点底数。
“炮车受损，请求支援！”机动途中

误入“雷区”，连同侯倩龙在内的 4 个
车组相继趴窝。“保障分队遭遇‘伏
击’，无法按时抵达，各车组随机应
变！”一道指令打破焦急等待的僵局，
各车成员这才缓过神，慌忙中合力勉
强抢修了一辆炮车。由于耽搁时间过
久，策应突击的装步分队因缺少炮火

支援，也折损半数之多。
走下训练场，装步车组埋怨战炮班

“掉链子”，战炮班责怪保障分队跟不上
节奏，而保障分队抱怨装步分队给予火
力掩护不够，机动抢修受阻。
“协同作战是多种力量的整合叠

加，并非是力量之间的过分依赖，别把
自己的问题怪在别人身上。”参与议训
的该团领导点评道，“大伙忙着练战术、
练配合、练默契、练多要素多地形，可有

没有提防‘过度依赖’心理的滋生？”一
番话后，现场鸦雀无声。

会后，该团机关协助营连相继修改
完善专业训练计划，根据各自专业在协
同作战中的角色任务，拓展相关专业基
础性课目训练，促进综合作战能力提
升。同时，他们增加对抗训练中急情险
情危情设置，以层出不穷的“刁难”，强
化各专业分队独立应急应变思维，锤炼
应对战场特情的能力。

新疆军区某团组织专业对抗训练，战车炮班“战损率”过半，
反思中他们认识到—

“别把自己的问题怪在别人身上”
■刘 贤 奥 翔 本报记者 颜士强

“以后再也不用跑到四楼活动室
了，在宿舍手机信号就是满格”“和爸妈
视频一点都不卡，他们再也不会调侃和
我视频‘白酝酿半天感情’了”……近
日，第 76集团军某旅四营二连宿舍里，
战士们享受着一周紧张训练过后的“轻
松时刻”。连长孙亮杰欣喜地说，解决
了手机信号弱的问题，战士们就不用总
往四楼跑了。
“怎么宿舍就这么几个人？其他人

呢？”前不久，该营教导员吴瑞卿周末走
进班排了解战士们的休息情况，发现大
多数人没在房间，于是向一旁的连长孙
亮杰提出疑问。孙亮杰讪讪一笑说：
“教导员，一楼手机信号不好。四楼高、
信号好，周末战士们都跑四楼找信号去
了。”吴瑞卿闻言登上四楼，果然发现在
活动室、学习室内，战士们正利用手机
和家人视频聊天、看电视剧休闲娱乐。

让吴瑞卿皱起眉头的，是随后连队
集合洗澡时的“状况百出”。哨声响起，
吴瑞卿站在大厅看到：一楼的战士先列
队跑出，四楼的战士着急忙慌跑下楼，
有人一步跳三四个台阶，有人回到宿舍
拿毛巾、脸盆……等到值班员向连主官
报告集合情况，离哨音响起已过了将近
4分钟。
“周末时间官兵使用手机联系家

人、娱乐放松无可厚非，四楼信号好，战
士们去找信号的行为也可以理解。但
如果临时有紧急任务，一堆人从四楼蜂
拥下来肯定有安全隐患！”在交班会上，
吴瑞卿提出了这个担忧，并请求机关帮
助解决。

没承想，面对要不要解决“手机信
号弱”这个问题，与会干部间发生了一

番激烈的争论。
“手机信号好不好，我们能决定

吗？官兵的休息权利要保障，但也不可
能对所有问题都‘有求必应’，这不在咱
们的工作范围之内。”保障部一名助理
员亮明自己的观点。

部队管理科科长刘向伟对此却有
不同看法。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一
方面有利于官兵幸福指数的提高，也
排除了集合时可能存在的摔倒、拥挤
等安全隐患。“换个角度说，官兵能够
在宿舍休息娱乐，与在四楼相比，能够
更及时对哨音作出反应，这也有利于
战备工作。”
“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问题

的提出，到会上大家各抒己见，说明问
题的关键并非单纯是手机信号的强
弱。”旅党委一班人认为，对问题的看法
出现分歧，一方面反映出部分干部服务

基层只求落实“分内事”，工作作风有待
加强；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个别干部不
善于发现“问题背后的问题”，只看到了
事关官兵休息娱乐，没有注意到问题也
对战备工作、安全工作等方面产生了影
响。

纠改问题，立说立行。旅党委要求
机关相关部门与驻地通信公司联络，按
照保密规定和有关协议，请通信公司指
派技术人员对影响营区的信号设备进
行检测排查，并对其进行了调试优化。
没过多久，手机信号弱的问题得到了很
大改善，即使在一楼，网络连接也非常
顺畅。

透过此事，该旅还举一反三对类似
情况进行反思整改。

周末，笔者再次来到四营。值班员
一声哨响，官兵闻令而动，全员全装迅
速集合完毕。

战士们不用总往四楼跑了
■赵炫竹

“表现较差的是坦克七连，人员自
制力弱，咳嗽声太多。”周一的工作讲评
会上，部队管理科段参谋通报了上周集
会秩序情况。

作为连值班员，值班期间连队受到
点名批评，我实在感到脸上无光。回到
连队，我气不打一处来，晚点名时严厉
批评道：“这么严肃的场合，台下咳嗽声
一片，大伙儿都不知道克制一下，连这
点眼力见儿都没有吗？”

第二天下午，连队组织 5公里跑测
试。一名平时体能较差的战士向我请
病假，我当即质疑道：“平常能蹦能跳，

怎么一训练就‘掉链子’？”这名战士低
头蹙额，随后很不情愿地换上体能训
练服，跑完了 5公里。我暗暗得意，心
想：这小子果然是故意偷懒，变相逃避
训练。

然而，事情很快出现反转。开饭路
上，我发现这名战士走路一瘸一拐，在
队列里显得异常吃力。我急忙带他到
卫生连检查，结果出来后，我顿时傻了
眼：左脚中趾轻度骨裂。我当即向他道
歉，承认自己太过武断，错怪了他。

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的交流，这名战
士敞开心扉向我透露，上次集会被点名

批评，的确是部分战士没忍住咳嗽，给
连队抹了黑，但原因是这些天他们受凉
感冒。而我只知道批评战士没有自制
力，却没有想到关心战士的身体，解决
背后的问题，大伙儿都不信服。

战士的话让我陷入了深深的自
责，我不禁开始反思：当遇到战士咳
嗽、请病假等情况，我都是带着戒心
揣测兵心，总怕战士给自己“惹麻
烦”。殊不知，凡事都要先知兵、懂
兵，少一些多疑的揣测，多一些设身
处地的关爱，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尊
重、赢得兵心。

勿以戒心揣测兵心
■第71集团军某旅合成四营坦克七连排长 苑志坤

武警某部六支队一大队中士何冠
洋，7年来义务资助广西老家 6名贫困学
生，被孩子们亲切地唤为“小师父”。

故事要从他资助第一个孩子说起。
那年何冠洋休假在家，外出买菜时，看到
一个小女孩在路边哭泣，身前还摆着一
箩筐红薯干。

上前询问，何冠洋才得知，小女孩名
叫小雨，由于家境贫寒，刚上初中的她就
利用暑假时间，到菜市场卖红薯干补贴
家用。由于疏忽大意，小雨把刚挣的 35
块钱弄丢了，忍不住伤心地哭了起来。
见状，何冠洋便把剩下的红薯干全买了，

还给了小雨一些路费，并留下了她的联
系方式。

当天晚上，何冠洋辗转难眠，萌生出
要资助小雨上学的念头。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陆续资助家乡

的一些贫困学生，起初只是偶尔问一问
他们的学习情况，现在几乎无话不说。”
何冠洋告诉笔者，他和孩子们有一个名
为“幸福群”的微信群，“小师父”是孩子
们在群里对他的昵称。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

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
敌人。”何冠洋常常在群里勉励孩子们。
除了经济上的帮助，他更注重精神上的
引导。
“小师父，我这次月考上升了10名。”

“嗯，进步不小，但绝对不能骄傲自满！”作

为标兵班班长的何冠洋，平时对战友就以
“严格”著称，他把军人不断追求卓越的品
格潜移默化地教给孩子们。

一张张汇款单据，一句句温情嘱
托。何冠洋知道，对孩子们来说，他绝
不仅仅只是捐资助学的“好心人”，更代
表了远方的梦想，这是一份寄托，一份
依靠。

目前，6个孩子都已步入高三，都在
当地学校文理科的“特尖班”就读，正投
身于紧张的高考备战当中，而何冠洋也
换上了崭新的上士军衔。“越努力越幸
福，咱们一起朝着幸福加油！”何冠洋在
微信群里写道。

一句话颁奖辞：传播爱心，情系脱贫

攻坚，“小师父”有“大情怀”！

幸福群里的“小师父”
■瞿颖榕 史 篇

前些天，在导弹射手训练时，我看
到上等兵小王在一旁草地上趴着，上
去一问，听到他这样解释：“班长，我没
有偷懒，只是扛导弹筒时间长了，肩膀
都肿了，现在导弹筒一上肩，就疼得不
行！”

摸摸小王肿胀的肩膀，我下意识耸
了耸肩，和他分享了一段自己的故事。

刚下连那会，我分到防空营。听老兵
说，防空兵能打出“空中开花”的好成绩，
是无上的荣耀。可光鲜的背后，需要付出
异于常人的努力，而且，每名射手只有经
过层层选拔才有资格走上演训场打实弹。

想当神射手，据筒的稳定性是关
键。为此，我每天肩上扛着十几公斤重

的导弹筒练瞄准，时间也从开始的 5分
钟增加到 1小时甚至 2小时。

经过一个月的训练，我据筒稳定性
得到显著提升，但付出的代价也越来越
大。起初肩部只是阵发性疼痛，训练时
间长了，疼痛感逐渐加剧，晚上只能趴着
才能入睡，还经常被痛醒。所以每到训
练间隙，我都会趴在草坪上休息来缓解
肩膀上的疼痛，就像如今的小王一样。

在一次训练中，我咬着牙把导弹筒
扛上肩。没多久，肩上的疼痛感越来越
强烈，趁着班长“不备”，我悄悄把导弹
筒重心往后挪了挪。不料，小小的调整
还是被班长逮个正着，他当即劈头盖脸
批了我一顿。训练结束后，我委屈地向

班长倒出了心里的苦水。
“小石，没有铁肩膀，怎能打胜仗？

忍受疼痛是一名合格射手必须迈过的
一道坎，只有褪去一层层旧皮，练就铁
肩膀，才能精准稳定地瞄准截获目标！”
回到排房里，班长脱下上衣，肩膀上那
一层层老茧让我深受触动。

此后，我训练愈发刻苦努力，一次
实弹战术演习中，我以 3发 3中的成绩
荣获“神射手”称号，还登上了旅队组织
的精武标兵事迹报告会讲台。
“没有铁肩膀，怎能打胜仗！”听完

这个故事，小王眼神里放出了光彩，就
像当年的我一样。

（徐明章、方晓志整理）

没有铁肩膀，怎能打胜仗
■第73集团军某旅便携式地空导弹一连上士 石龙辉

“战损率”过半，看似是作战单元间

“过度依赖”心理所致，实际暴露出综合

性训练重视不够、基础薄弱、视野狭窄

等问题。

兵种专业间的协同训练、协同作

战，讲究的是相互配合、优势互补、整体

联动，决不能你练你的，我打我的，各自

为战。平时养成“因为你会，我可不备”

的心态，只顾本专业训练、不搞拓展性

强化，上了战场，一旦出现孤立无援的

险情，那就是致命的。

信息化战场对每个作战单元都提

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日常训练不

仅要把本专业一招一式练熟练精，也

要把有助于提升综合作战能力的相

关专业技能练会练通，如此才能“聚

则成重拳，散则成利箭”，始终掌握战

场主动权。

“因为你会，我可不备”的心态要不得
■新疆军区某团政委 徐东波

带兵人手记

小 咖 秀

连队手机信号弱的问题该不该解决？这需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但从个别机关干部的第一反应看，我们觉得有的

观念需要厘清。

有人认为“这并非‘分内之事’”，让我想起了去年年终总

结时一名优秀机关干部的发言：“服务官兵不分‘分内分外’，

官兵忧心的事就是我们思考的事。”当前，基层部队面临不少

新情况新问题，如果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畏首畏

尾、以“公事公办”为借口推诿塞责，那么，不仅损害了机关的

形象，更凉了基层官兵的心。

服务基层没有“分外事”。唯有在化解官兵可能遇到的矛盾上

多操心，在帮助官兵解决实际困难上多费心，在关乎官兵切身利益

的问题上多用心，才能真正凝聚兵心，推动基层建设蒸蒸日上。

服务基层没有“分外事”
■武国富

向祖国致敬

陈 希绘

连日来，驻守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喀什军分区某边防团克克吐鲁克边防

连官兵翻达坂、爬雪峰，赴海拔5400多米的点位巡逻，确保边境地区安全

稳定。图为官兵到达点位后展示国旗，向祖国致敬。

姬文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