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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选取合适站立点进行方向
盘架设，此处地形空旷，能以最快
速度完成任务……”初夏时节，第
74 集团军某旅三营侦察训练区里，
指挥保障连连长陈勇一边眯着眼睛
看方向盘，一边为参加集训的骨干
进行课目示范。

陈勇军事素质过硬，曾参加过陆
军“精武-2018”比武，在旅队有“武
连长”的美称。看着正在示范的陈
勇，班长郭豪心里却产生一丝疑惑：
“连长选取的站立点合适吗？”原来，
陈勇选取的站立点地势平坦、周围空
旷，虽然便于架设方向盘和观察目标
物，但对隐蔽性考虑不够。

“‘武连长’怎么会错呢？他肯
定有自己的考虑。”当郭豪与身边战友
耳语自己的疑虑时，却得到了这样的
回答。在课目讨论环节，陈勇让大家
畅所欲言。讨论中，大家把“火力”
集中在如何对“敌”进行侦察的方式
方法上，并没有人对陈勇的做法提出

异议。
即便如此，郭豪最终还是鼓起勇

气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些人对此不
以为然，认为一位新班长质疑老连
长，是不知天高地厚，纯属自讨没
趣。没想到，陈勇听了郭豪的话后愣
了几秒钟，随后承认是自己考虑不周。
“选取站立点时，我考虑更多的是

为了方便示范，在战时则要视情而定。
在面临威胁很小情况下，这么选择站立
点也没有问题……”接过郭豪的话头，
陈勇一边讲解如何选择场地，一边借题
引导大家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让郭豪
感到开心的是，自己不仅解开了心中的
疑惑，还长了不少知识。

训练场上的这个小波澜，成为该
旅主题教育的一个活教材。“发扬军事
民主，就需要这种不迷信权威的精
神。”随后，该旅以此为契机组织展开
了“练兵备战，多问几个为什么”的
讨论活动。

讨论中，该旅认真纠治了一些官兵

在军事训练中盲听盲信，缺乏独立思考
的问题，鼓励全旅官兵在军事活动中充

分发扬民主，敢于质疑、大胆提问，营
造人人思战谋战的浓浓“战味”。

骨干集训，新班长质疑“武连长”。第74集团军某旅因势利导，组织展开讨论反思——

练兵备战，多问几个为什么
■罗周清 刘锦熹 本报特约通讯员 黄 海

“小张，你看一下这份文件的内
容，然后拿去给领导批示。”

初到机关，武警福建总队宁德支队
政治工作处干事小张的第一项工作就是
把一份文件呈给领导批示。机关的制度
规定、办事流程都还没捋明白，此时就
“骑马上阵”，他心里着实有些忐忑。

宣布完命令那天，有的战友提醒
他：“在机关平时做人做事多留心，别
栽了跟头。”还有的给他建议：“要想在
机关‘混’得开，得特别留意领导的心
思。”大家的叮嘱，让小张对机关工作
充满了担忧。

快走到支队长办公室门口时，一
阵严肃的批评声令他停下了脚步。不
一会儿，只见作训股的雷参谋郁闷地
走了出来。“咋回事儿啊？”一把拉住雷
参谋，小张轻声问道。“别提了，呈批件
出了差错。”小张心里顿时“咯噔”了一
下：支队长刚发火肯定心情不好，这份
文件还是晚点呈签为妙。

因为这么一拖延，小张险些耽误
了工作进度。尽管任务赶在时间节点
前完成，但机关在推进工作落实过程
中还是陷入了被动，他也因此受到领
导的批评。刚到机关工作就捅了这么
大一个娄子，小张的内心更是不安：呈
个批件就这么难，看来机关的道道真
不少。

一次跑步的时候，小张正巧碰上了
同样正在锻炼的支队长。他赶忙停下
脚步，靠边立正并问好，可支队长连看
都没看他一眼，这让他心里更加没底。
“难道是因为上次签件的事没办好，对
我有了意见？”想到这，他就没了锻炼的
心情，垂着头、叹着气往宿舍走。

此时，耷拉着脑袋的小张差点与
支队政治工作处主任撞个满怀。主任
察觉到小张的情绪有些不对劲，当即
把他叫到了办公室。一番关心询问之
下，小张向主任表露了心声，并将刚才
锻炼时的遭遇说了出来。
“与其‘乱琢磨’领导，不如把工夫

花在熟悉了解机关的业务上……”主
任一边开导小张，一边语重心长地告
诉他，“踏踏实实把工作干好，才是让
领导信任的根本，不能舍本逐末。”主
任一席话，虽然让小张好受了些，但还
是没有完全打开心结。
“小张你不要多想，当时我正一门

心思跑步，确实没有注意到你跟我打

招呼。”支队长得知此事后，又专门找
小张谈话，“礼节礼貌也得注重时机和
场合呀！这些在条令条例上都是有规
定的，怎么来了机关，反而把最基本的
东西都忘掉了？”

领导们的开导，让小张一扫心头
的愁云，一门心思投入到了工作中。
如今，小张的工作越干越顺利，他发现
机关完全没有像一些人说的那样。

在机关，类似小张这样的情况并非
个例。为此，支队专门召开了业务骨干
培训交流会，由机关工作经验丰富的股
室负责人为新调入的业务骨干传授工
作经验方法，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
帮助大家尽快熟悉业务，引导大家把心
思聚焦到履职尽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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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下旬，海军南沙守备部队泸沽
湖舰炊事班班长、中士田玉春走上该部
强军大讲台，深情地向战友们讲述自己
成长为“厨艺达人”的故事。

2014年 9月，田玉春从湖北宜昌参
军入伍，他的理想是驾驶战舰驰骋亚丁
湾护航。新训结束后，他被分配到海军
泸沽湖舰炊事班。现实与理想的差距，
让田玉春工作时老提不起劲。

入伍前，田玉春颇为迷恋网络游戏，
尤其是战争类游戏。现实里找不到感觉
的他，转身再次投入到网络游戏中，把所
有闲暇时间都用在了玩游戏上。在虚拟
空间里，田玉春“统兵百万”、所向披靡，
所有的不快似乎都烟消云散。

在游戏中越陷越深的田玉春，变得
越来越不愿意与战友们交流。不仅如
此，田玉春还不惜一掷千金，借钱购买游
戏装备。舰上的干部骨干苦口婆心做他
的工作，可用他的话来说，反正就是混到

退伍，劝大家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
舰党委一班人并没有因此放弃，除

了坚持不懈地发动官兵与他沟通交流
外，还热情邀请他参加集体活动。一
次，士官长余俊在与田玉春的交流中得
知，他对雕刻艺术感兴趣。余俊及时将
这一情况上报，建议引导田玉春发展这
一兴趣爱好。

在干部骨干的帮助下，田玉春报名
参加了雕刻手艺培训班。随着雕刻技
艺的飞速长进，田玉春在这个领域找到
了实实在在的成就感，玩游戏的时间自
然也越来越少。与此同时，他还把学到
的雕刻技巧与厨艺相结合，成为全舰的
“明星”厨师。前不久，田玉春受邀参加
驻地的厨艺交流，一举斩获“水果雕刻
金奖”。
“谢谢战友们没有放弃我！”这是田

玉春发自内心的感谢，也道出了部队这
个大家庭的温暖。

沉迷游戏的战士成了“厨艺达人”
■戴萨如拉 付 鸣 本报特约记者 黎友陶

前不久，结束专项督导任务的新疆
军区某红军团五连一排排长马荣打起背
囊，回到阔别数月的连队，顿感如释重
负。回想这几个月来的经历，马荣不禁
感慨良多。

去年底，在上级组织的一次安全
大检查中，该团暴露出不少问题。为
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团里对照台
账逐项整改的同时，从机关和各营连
抽选军政素质拔尖的干部，参照训练
监察的模式建立安全检查“专项督导
组”。

不久后，马荣等 4名干部被抽选到
“专项督导组”，担负起安全督导的职
责。每天，马荣戴着红袖标查重点目标、
查安全隐患，一门心思扑在督导工作
上。开展督导工作的第一个月，他就被
组里评为“督导能手”。

可时间一久，马荣发现不少官兵对
专项督导工作并不理解。有人认为，过
多、过频的督导，干扰了基层正常工作秩

序；也有人觉得，督导组有越俎代庖之
嫌，影响了基层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
性。一次检查，一同毕业进入部队的好
友调侃说：“呦，马督察来找茬了！哦不，
是来检查了。”

大家的不理解，让马荣颇为苦闷。
一天夜查结束，马荣翻来覆去难以入睡，
就在强军网上团里的“有事马上说”栏目
中吐起了苦水：“‘专项督导组’是否符合
相关政策制度？是不是真有必要？为什
么不受基层官兵欢迎……”

没想到，他这连珠炮似的发问很快
便引起该团领导的重视。他们利用下基
层蹲点的机会认真组织调研，并对照新
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中抓建基层
的总体要求，专门对此事进行研究讨论，
最后决定解散“专项督导组”。

与此同时，该团举一反三叫停了官
兵休假 12点以后才能离队、周一至周五
不得在室内晾晒衣服等多条土政策、土
规定。

“专项督导组”解散了
■本报特约记者 李 康 通讯员 王海山 王 晶

夏初时节，喀喇昆仑山北麓依然
风雪交加、寒气袭人。清晨，笔者随新
疆军区某边防团参谋长侯法营一行，
踏上了一次特殊的“探亲”之旅。
“牧场里连个信号都没有，也不知

道咱‘妈’的身体怎么样了。”车行在天
路上，侯法营望着车窗外皑皑的白雪，
满脸担忧地说。

侯法营口中的牧场，位于 100多公
里的喀喇昆仑深处。牧场海拔较低，驻
地的维吾尔族牧民每年入夏就要赶着
牛羊到这儿放牧。而他所说的“妈”叫
麦合皮热提·尤力达西，是这个团的重
点扶助对象，由侯法营进行一对一的帮
扶。平时，老人把侯法营叫“兵儿子”。

侯法营告诉我，老人所在的色日
克克尔村海拔 3700多米，属于高原边
境村，自然环境恶劣。当地村民主要
以放牧为主，曾是国家级深度贫困
村。麦合皮热提·尤力达西的丈夫去
世早，老人身体一直不太好，一个人在
外放牧，团里官兵都不放心，这才委托
他过来看望。

经过 2个多小时的颠簸，我们终于
抵达了目的地。不远处，一栋低矮的
泥土房映入笔者眼帘。房子依地势而
建，十分低矮。一个老人佝偻着背，步
履蹒跚地向房子走去。看到这个背
影，侯法营满脸笑容地向我介绍，她就
是麦合皮热提·尤力达西。

驾驶员高兴地按了两声喇叭。“快
别按了，老人年龄大，耳背，距离远了
听不到。”侯法营急忙阻止驾驶员。

越野车在离老人不远处停了下

来，侯法营跳下车跑向老人。看到侯
法营突然出现，麦合皮热提·尤力达西
显然十分激动，一把抱住他说：“‘兵儿
子’，你最近是不是很忙啊？都半个月
没来了，我好想你。”

侯法营用手轻轻地拨开遮住老人
脸庞的头发：“‘妈’，您一切都好吧？”老
人一边和侯法营聊天，一边招呼大家进
屋。在屋子里，老人的双手一直紧紧地
握着侯法营的手，聊天时一直看着我们
的脸，那模样就像看自家的孩子一样。

也不知过了多久，侯法营把手从
老人手中轻轻地抽出，从裤兜里掏出
一个小音响。“白色胶囊，主要用于消
炎，1天 2次，1次 2颗；绿色袋子，主要
用于预防感冒，1天 3次，1次 1袋，用温
开水冲服……”这是侯法营为老人录
制的语音提示。除了这些，这个音响
里还录制了党的扶贫政策广播宣讲。

“这两年，老人的记忆力明显下降，
身体也不如以前硬朗了，加之草场天气
多变，很容易生病。”侯法营一边手把手
教老人操作音响，一边告诉笔者，这次
特意带了一些常用药品，但又害怕老人
忘记用法、用量，所以想出了这个办法。
“您在这里一定要注意身体，有时间

我一定来看您，下次我要给您好好做一
次午饭。”下午3时许，侯法营和老人依依
不舍地道别，老人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笑
着说：“回去吧！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不要为我担心，我这副身子骨硬着呢！”

笔者了解到，侯法营自 2017 年与
老人结对认亲至今，他们从陌生变得
熟悉，老人也由深度贫困到完全脱
贫。这次“探亲”之旅，只是边防官兵
支援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历
程的小小一段，像侯法营和老人这样
的故事，还有很多。

喀喇昆仑，一次特殊的“探亲”之旅
■陈 伟

新班长质疑老连长，一时被大家认

为“不知天高地厚”。但兵无常势、水无

常形，在战争这个最具不确定性的领域，

尤其需要这种宝贵的质疑精神。

笔者在军校第一次上战术课，教员

就告诉我们“战术无对错之分，只有合

理与不合理的区别”，鼓励大家在课堂

上不要被条条框框所束缚，敢于提出自

己的见解，才能学到活的战术，现在想

来深以为然。

明朝大将戚继光，就是这样一位“不

知天高地厚”的人。“兵圣”孙子说“无邀正

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他却根据实际情

况反其道而行之，“当以数万之众，堂堂正

正，彼来我往，短兵相接”，并在实战中创

建“鸳鸯阵”“车战营”，获得极大成功。

我军提倡发扬军事民主，其实就是

鼓励官兵要有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劲

儿。各级党委和领导，应大力保护年轻官

兵独立思考的积极性，支持他们多问几个

为什么，哪怕他们的想法有时不够成熟，

甚至有些天马行空，但也应该加以鼓励。

有感于新班长“不知天高地厚”
■张科进

潜望镜

编余小议

新闻前哨

一线直播间

值班员：武警新疆总队伊犁支队中

队长 毛 涛

讲评时间：5月26日

值班期间，我发现个别教练员在任
教组训时讲解过于繁琐，没有突出重点，
过多占用施训时间，组训效果很不好。

组训应当“精讲多练”。好的组训
者，应该把复杂的理论通俗化，讲解时
突出重点、难点内容，而不是啰嗦一大
通却讲不到点上。今后，大家在组训
施教前要做好训前准备，注重把握好
训练时间节点，进一步提高讲解的质
量效益，让官兵们有更多的时间动手
实操实训。

（朱 伟整理）

组训应当
“精讲多练”

5月下旬，西藏军区某特战旅在高寒山地组织开展重装行军训练，锤炼官兵极限条件下的打赢本领。图为特战小队

在行军途中小憩。 王述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