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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 望 镜

闪耀演兵场

微议录

记者探营

小 咖 秀

秋风送爽，月色如钩。
凌晨两点，站完一班夜哨，第 74集

团军某旅场站警卫调整连二班班长王
建回到宿舍。如平常无数个夜晚一
样，他轻手轻脚巡查了一遍排房。雨
后微凉，他悄悄帮 3名战士盖好蹬掉的
毛巾被，调小风扇风速后，才放心地回
到自己的铺位上。
“新兵集训队嗷嗷叫的‘小老虎’，

为啥到了自己手里就蔫了？”此刻，排
房里鼾声一片，王建却没有丝毫睡意，
新兵梁子东的种种表现，一次次冲击
着他的带兵理念和习惯。

在连队官兵印象里，王建心细如发、
体贴入微，是位责任心很强的好班长。
他不仅带出了连队半数骨干和训练尖
子，所在班连续2年登顶连队“龙虎榜”，
成为训练流动红旗常驻班。

一开始，看到花名册上关于新兵梁
子东的介绍，王建曾喜不自禁：梁子东
入伍前不仅上过武校，还做过一段时间
的业余健身教练，入伍没几天就有了
“单杠小王子”的美誉，3000米跑还跑进
过 11分以内。这下，班里又多了一员
“猛将”！王建喜上眉梢。

都说“尖子兵”不好带，王建却有
引以为傲的“三字秘诀”——“融”“跟”
“抓”，这套方法是他当新兵时班长教
给他的，他用了这么多年屡试不爽。

从梁子东下连第一天起，王建不
仅利用开饭、休息等时机，快速“融”进
梁子东的生活圈子，还经常给他提些
建议，纠正他的不良生活习惯。他不
仅为梁子东制订了详细的成长计划，
训练时严格要求，还利用课余时间帮
他抓训练，给他补习薄弱课目。

然而，这次王建的招法却不灵
了。一段时间下来，梁子东不仅训练
成绩下滑，平时上课、劳动也无精打
采。仔细观察后，王建又发现了一个
奇怪现象：其他班长带队训练时，梁子
东训练挺积极；一到自己带队训练，梁
子东却像换了个人，训练总是往后躲。
“我们班长啊，哪儿都好，就是啥

都管着我，简直像个妈！”这天晚点名
后，王建正在洗漱房边洗衣服，突然听
到旁边的浴室里传来梁子东的声音，
“我就是不习惯。”

听到这句话，王建先是一惊，而后心
中五味杂陈：原来自己做的一切，人家根
本不买账！他顿时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次日午后，王建怀着真诚的态度，
把梁子东拉到一边，把自己想重点培
养他的计划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王
建的苦心打动了梁子东，让他敞开了
心扉，“我来军营就是为了体验部队的
酸甜苦辣，更想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
成长之路。”

梁子东接着说，王建对他事无巨
细的关心，在无形中束缚住了他的手
脚；一个个看似完美的成长计划，反而
让他觉得“压力山大”……比如，每次
跑完 3000米，王建总是会拉着他再冲
个 400米，虽说自己身体底子好、吃得
消，但难免肌肉酸痛，反而影响第二天
的训练质量。

“梁子东个性要强、渴望独立，自己
‘保姆式’‘家长式’的管理，看似认真负
责，实际上影响了他的军营体验，限制
了他自主思考和成长。”经过深刻反思，
王建决定改变多年以来形成的带兵习
惯，主动转换自己的角色定位。生活
上，他还是会经常关心梁子东，但在训
练和管理中，除了适时传授经验方法，
大部分时间都放手让他自由发挥。

自从打开心结、少了束缚，梁子东
又恢复了往日活泼开朗的状态，训练
成绩节节攀升，还多次打破连队纪
录。今年 8月，该连受领某体能课目示
范任务，王建主动推荐梁子东担任负
责人。两个星期的时间，梁子东不仅
刻苦钻研训练，还经常请教王建经验
技巧，顺利攻下一个个难关。

分享带兵经验时，王建深有感触
地说：“作为新时代带兵人，要结合不
同战士的性格、心理、身体、成长环境
等因素探索带兵方法。适度‘放手’，
有时也是一种更深切的爱。”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第74集团军某旅班长王建转变带兵理念的一段经历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许浩杰

当经验丰富的老班长遇上颇有个

性的新兵，煞费苦心的关心爱护这个

带兵“法宝”为啥失灵了？其实，不是

老班长的带兵方法不对，而是传统的

带兵理念与新时代战士的思想观念发

生了冲撞。新时代爱兵管兵的前提，

必须是懂兵知兵，只有用对了方法才

能带出好兵。

踏着强军的节拍，大量心怀理想

抱负、拥有一技之长的青年涌入军

营，他们的思维更加活跃，个性更加

鲜明，渴望体验打仗滋味，在军营建

功立业。如果带兵人的“知兵雷达”

捕捉不到这些战士的“心灵电波”，关

爱的“及时细雨”润不到这些战士的

“思想心田”，那么带兵人和他们之间

的沟壑将很难用前者无私的付出来

填平，也很难带出有本事、有灵性的

好兵。

新时代的带兵人不仅要根据新时

代士兵的素质、爱好和个性差异，耐心

搞好帮带，让他们感到军营如家般温

暖，更要不拘成法、大胆创新，因人而

异灵活培养，与时俱进改变自己的带

兵方式，帮助战士们提高军政素质、争

做精武尖兵。

带兵要学会因时而变
■曾 勇

那天，看到营门口公示栏《士官选
取人员名单》上有我的名字，我激动得
差点跳起来。

今年野外驻训展开后，为了防风和
蚊蝇、提升卫生条件，营里将厕所设置
在宿营点 200 多米外的地方。异味闻
不到了，东飞西窜的苍蝇也少了许多，
战友们纷纷为这一做法点赞。

一天下午，我和战友们在戈壁滩上
踢了近 2个小时足球，汗水浸透全身。
晚饭时，口渴的我一口气连喝了 3大碗
汤，尽管如此，依然不够解渴，回到帐篷
又接连喝了2瓶水。

谁知，晚上就寝后，驻训地刮起大
风，下起秋雨，温度直线下跌至5℃。

由于喝了太多的水，半夜时分，我
突然想起床解手。可掀起门帘那一
刻，一阵寒气扑面而来，让我不禁打了
一个寒颤，我赶紧退回帐篷，穿上大
衣，披上雨衣，踩着泥泞，在雨水中奔
跑至厕所，尽管如此，我的裤子还是湿
了一大片。

第二天，我便出现了感冒症状，口
服 3天药才好转。生病的日子里，我一
直在思考自己为什么会生病，其实主要
原因就一条：昼夜温差大，半夜上厕所
容易着凉。于是我想给连队建议，在每
个帐篷外配置一个小便桶。

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身边战友时，
大家纷纷劝我：“马上临近士官选取，你
已递交了留队申请，在这关键敏感时
期，还是别当‘出头鸟’。”还有些好心的

战友将自己的“秘籍”传授给我：“晚饭
过后，别再喝水，这样就不用起夜上厕
所了……”
“如果我发现问题不报告，就还会

有别的战友重蹈我的覆辙。”再三思考
后，我决定当一回“出头鸟”。那天晚
上，我鼓起勇气走进连部帐篷，见连长
和指导员都在场，就一股脑说出了自
己的经历和建议。没想到，他们不仅
没有否定我，还在第二天的晚点名时
对我提出了表扬。

周末，小便桶到位了，连队对其使
用和管理进行了规范。晚饭后，看着战
友们端起水杯一饮而尽的那种畅快，我
心中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这几天，连队士官选取工作全面展
开，我获得了全票通过，并作为拟选取
下士被连队党支部推荐至营党委研究。

（李 康、姜景文整理）

在关键敏感期，我当了“出头鸟”
■新疆军区某团战士 陈广明

初秋时节，东部战区某旅靶场上，
两名战士正全副武装，手持自动步枪对
多个运动目标进行快速射击。
“顾子涵全中，李风晓全中，平手！”

听完报靶，刚在“猎人”集训运动射击课
目考核中夺冠的顾子涵心中窃喜。但
走近目标靶，大家却发现，顾子涵的弹
道相对凌乱，而李风晓枪枪命中要害，
并且射击用时比顾子涵少了 5秒。很
显然，这场比赛李风晓胜出。
“优秀刚起步，满环看散布。”尽管

过了而立之年，但作为一名从军 18 年
的老兵，李风晓追求极致的训练态度从
未改变。

一次，旅队备战海上“动对动”射击
比武考核，李风晓参加的课目是使用单
兵火箭筒对 300 米外的运动目标进行
射击。

备战比武的两个月时间里，李风晓
白天不厌其烦地在甲板上练习射击动

作，探索最佳的射击姿势和角度，同时记
录舰船速度、天气对弹道的影响；晚上，
他钻进学习室里埋头苦学，总结归纳实
弹射击的得失，翻阅书籍资料查缺补漏。
“当前是三级海况。”比武考核当

天，随着导调组传来的消息，李风晓不
禁心头一紧。只见海面的可视度随着
光线的黯淡越来越低，伴随着阵阵海浪
袭来，远处的目标和脚下的发射平台都
在剧烈晃动。
“我来打首发！”眼看选手们脸上都

露出畏难的表情，李风晓肩扛单兵火箭
筒走上前来。瞄准、预压、击发，在舰船晃
动趋向水平的一刹那，一条“火龙”呼啸而

出，远处的目标顿时消失在一片火光之
中。第二枚、第三枚……李风晓每一次
击发都精准命中。最终，他以最短用时、
最高精度，顺利将比武桂冠收入囊中。
“练兵备战永远没有止境。”最近，

李风晓又迎来了新挑战：旅队组织课目
融合训练，许多官兵在滑降射击课目上
栽了跟头。如何才能既快而平稳地着
陆，又精准命中？带着新问题，他再次
奔向训练场。

一句话颁奖辞：真正的强者，永远

怀着一颗执着的心，在追求极致的道路

上，越来越强！

东部战区某旅特种作战一营三级军士长李风晓—

“我来打首发”
■本报特约通讯员 廖晓彬

“真没想到，千里之外的快递送上
了高原驻训地。”接过收发员递过来的
包裹，正在海拔 4000 多米高原驻训的
第 77集团军某旅下士陶鹏程脸上笑开
了花。

陶鹏程清晰地记得，驻训伊始，一场
突如其来的雨夹雪让正在执勤的他变成
了“落汤鸡”。由于那段时间阴雨连绵，
自己只带了一套保暖内衣，陶鹏程赶紧
从网上下单另买了一套。

让陶鹏程没想到的是，寄来的包裹
被滞留在离驻训地 50余公里外的快递
代收点，因地址超出派送范围需自行前
往领取。等到战友们有机会下山帮助
取件时，却因超出规定时限，包裹被原
路退回。
“常委解难日”当天，陶鹏程向旅领

导道出了这段尴尬经历。“今年野外驻训
长达数月之久，驻训官兵外出购物存在
诸多不便，机关应该主动靠前服务，帮助

基层解难。”该旅政委梁茂告诉笔者，他
们一方面要求官兵按保密要求填写收件
地址，另一方面由单位定期派出“迷彩快
递车”，将官兵包裹运送至驻训地。

这不，“迷彩快递车”驶进驻训地不
久，修理二营一连新兵伊卜拉尹木·艾尔
肯就收到了父母寄来的土特产。品尝着
“家乡的味道”，读着父母的亲笔信，艾尔
肯暗暗把家人期待自己建功军营的嘱托
记下，开心地笑了！

“迷彩快递车”开进驻训地
■田鸿儒 李 江

“乘员专业训练当前已完成�小
时；2 号车已机动�公里，消耗�摩托
小时……”8月 31 日训练结束，第 73 集
团军某旅“强军精武红四连”连长陈鑫回
到房间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照《军事训练
大纲》和年度训练指标，逐项计算消耗，
调整次月训练计划。这是每次训练后，
陈鑫的“规定动作”。

原来，自调整改革以来，四连从传统
步兵连转型为装甲步兵连，“铁脚板”变为
“履带板”，如何快速形成战斗力，一时间
成了摆在连队党支部面前的一道难题。
“神枪手都是子弹喂出来的。”困难

面前，支部一班人带领全连官兵加班加
点、没日没夜训练，成绩提升明显。

然而，一年后的一次经历，却给了四
连官兵当头棒喝。

2018年 9月，旅队参加跨区演习，作
为主攻分队的四连一路势如破竹，打出
满堂彩。

然而正当官兵满心欢喜准备庆功祝

贺时，却在演习后的讲评会上挨了批。“四
连官兵在本次演习中表现英勇值得肯定，
但是从全年消耗指标来看，摩托小时与弹
药消耗已严重超标，影响下一阶段的训
练。这种大水漫灌的训练方式不可取。”
时任旅参谋长袁兴萍在会上如是说。

以往的步兵训练方法较为简单粗
放，只要苦练猛练，就可以出成绩。可如
今，面对训练弹药消耗预算、摩托小时消
耗指标、训练阶段划分等一个个陌生的
名词，时任连长叶章文坦承自己确实没
有认真思考过。

其实，四连的遭遇只是一个缩影。
在该旅，精细化程度不够高、数据分析不
深入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存在，不少人对
训练对象、内容、进度、质量以及消耗钻
得不深、研得不透。
“用算出的数据说话，依算出的数据

决策，靠算出的数据打仗，让每一滴油、
每一发弹、每一分钟都发挥出应有效
益。”了解情况后，旅党委一班人第一时
间召开议战议训会，深入探讨破解影响
战斗力提升的卡口难题，并决定由旅参
谋部牵头，组织机关指导基层营连，建立
起“算人员、算时间、算内容、算质量、算

等级、算弹药、算摩托小时、算措施、算场
地”等“九算”精准抓训数据库，确保参训
率、摩托小时、弹药消耗量等都有据可
依、随时可查，提高训练质量效益。

数据做支撑，练兵有方法。今年年
初，连队的驾驶专业成绩一度不理想。
连长陈鑫依据大纲制订阶段训练计划，
以距离旅装甲驾驶专业考核的时间，计
算出每个人需要训练什么内容、消耗多
少指标、达到什么质效，制作个人训练任
务清单、成绩跟踪表等，并分类制订措
施，直到完成既定目标。

3月底，在闽北某地驾驶训练场上，
四连驾驶员驾驶步战车参加考核。进入
障碍区后，只见参考官兵减油门、换挡
位、打方向、拉手刹……一系列动作一气
呵成，通过限制杆动作干净利索。最终，
四连驾驶员以平均用时最短，获得全旅
总评第一名。
“连队转型这几年来，在各项军事比

武中夺得了 24个第一、刷新旅队 4个课
目训练纪录……”谈起连队收获的成绩
和荣誉，连长陈鑫满脸自豪，“‘九算’的
推行，让我们尝到了向数据要战斗力的
甜头。”

第73集团军某旅通过“九算”提高训练质效—

精准抓训，让数据“做主”
■池俊成 本报特约记者 赵 欣

连日来，第72集

团军在多个训练场同

时展开实战实训，锤

炼官兵有效履行使命

任务的能力。

图①：某陆航旅
官兵在武装直升机掩

护下完成快速机降。

孙明建摄

图②：某合成旅
与海军某登陆舰支

队联合开展海上课

目训练，提升两栖作

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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