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8基层传真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８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张良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10分 印完4时30分

潜 望 镜

值 班 员：北京卫戍区某警卫团指

导员 袁 烨

讲评时间：2月9日

本周，我发现连值班员在讲评时
经常出现“有的、个别、少数、一
些、部分”等模糊用语。我们可能对
这样的表述已经习以为常，觉得没什
么大惊小怪的，但任其发展下去，就
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同志们，讲评是我们查找问题不
足、总结工作经验、推动工作落实

的有力抓手，讲评时绝不能笼而统
之、含含糊糊，而必须细致具体，
点到具体事、具体人。同志们，讲
评连着作风，好的讲评能够促进工
作，与之相反，如果讲评不到位，
时间长了就会滋长一些恶习、留下
一些隐患。我希望大家往后要用好
讲 评 这 个 武 器 ， 力 争 做 到 以 下 三
点：一是要敢讲，敢较真；二是要
讲准，讲到位；三是要会讲，讲到
官兵心里去。

（杨佳旺、任发源整理）

讲评要点到具体人具体事

值班员讲评

一次问卷调查，让我心里五味杂陈。
前段时间，由于部分炊事员被抽调

执行其他保障任务，连队炊事力量出现
短缺，伙食质量明显下滑，引起不少战士
“吐槽”。当时连长休假，我正带领官兵
全身心投入到新年度开训工作中，对伙
食问题实在无暇顾及。正当我手上工作
暂时告一段落，准备着手抓伙食质量时，
上级机关关于营连伙食满意度的问卷调
查却不期而至，直接打乱了我的计划。

面对这次“突然袭击”，我也有自知
之明。毕竟，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搞调
查，结果自然不会太好。战士们通过问
卷发些牢骚，我其实也能理解。然而，
机关随后反馈的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
连队伙食满意度 100%，这意味着全连官
兵都在“满意”选项上打了钩。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问卷结果反
映出连队官兵具有很强的荣誉意识，每
名官兵都能自觉把集体荣誉放在首位，
将个人不满暂且搁置。面对战士们的
选择，作为连主官的我自然深感欣慰。

然而欣慰之余，我却有种说不出的
担忧。任指导员两年来，我明显感到，
连队官兵早已将集体意识深深烙刻心
中，这就不难理解他们宁愿“委屈”自己
的胃口，也不如实填写调查问卷；宁愿
提前结束假期，也要归队参加比武；宁
愿推迟婚期，也要执行重大任务……

作为带兵人，战士们能有如此觉
悟，无疑意味着长期教育管理的成功；
而作为他们的兄长，我并不希望类似
的选择发生。我担心的是，它会不会
成为一阵风气、一种压力，甚至是一项
不成文的规定，以维护集体荣誉之名，
让个人正当权益无原则的让步成为
“惯性”。

我总觉得，维护集体利益确实是每
名官兵的职责与义务，但它既不是枷锁，
也不是包袱。身为基层主官，我们当然
应该大张旗鼓地倡导维护集体利益，但
当集体利益与个人正当权益发生冲突
时，更应该寻求两全其美的解决之道，而
不是坦然接受那些大可不必的让步与牺
牲。

随后，我主动对接机关，申请协调
其他单位对我连炊事人员进行补充，同
时，督促炊事班按照官兵口味及时修订
菜单，让一日三餐变得既丰盛又营养可
口。而那份写有“伙食质量满意度
100%”的通报，被我收藏到了抽屉中，
它承载着官兵满满的信任，时刻提醒着
我要把他们的正当权益诉求放在心上。

（田鸿儒、农讨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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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第 82集团军某旅摩步一
营在豫南山区展开一场实兵战术演练。
演练中，作为该营“老先进”的一连在进
行战场支援时却出现意外，导致战斗险
些失利。

那天，一连担负穿插任务。演练开
始后，小股“敌人”袭扰、炮火封锁……导
调组连续设置多个险情，为一连制造困
难。对此，一连官兵沉着冷静，快速果断
处置，提前 12分钟便穿插到预定位置。
不久后，电台又传来上级指令：对友邻部
队实施支援，包抄歼“敌”。

接到命令后，连长李自强迅速取出
地图进行测算，很快确定了一条最佳行
军路线。然而，此时车辆主油箱油料已
快耗尽。有官兵建议先去补充油料再去
支援。李连长却认为，补充油料会贻误
战机，且备用油箱可以保证行军需要。
于是，他迅速组织人员登车向支援地点
外围机动。

机动途中，让李连长没想到的是，
“敌人”出其不意实施偷袭，导致车辆备
用油箱被毁。一时间，官兵停滞在战场

外围无法前进。不得已，李连长命令官
兵轻装徒步前进，结果比预定到达时间
晚了十几分钟，失去对“敌”合围的最佳
时机，最终艰难取胜。

因为一箱油，差点输掉一场战斗。
“如果这事发生在真实战场上，自己的考
虑不周将会造成严重后果。”走下演兵
场，栽了跟头的李连长深刻反思。
“在战场上抢得先机、赢得主动固然

重要，但也要有先决条件，像李连长这样

孤注一掷，不留‘后手’，不设定打仗‘B
计划’，实则是为部队行动埋下了隐患。”
复盘会上，营长牟祥一针见血指出问
题。该营深刻分析此次演练中暴露出的
问题，对照实战标准梳理出“行军途中个
别车辆不携带备胎”“部分情况只有一套
预案”等 7个问题。针对每一个问题，该
营都明确责任人、解决时限和措施，确保
问题解决到位，引导官兵在练强战场“后
手”中锤炼打赢硬功。

一味求快，可能欲速不达
■王文桢 屈凯明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梦婷

“胸闷、肺部有啰音、血氧饱和度
57、持续吸氧血氧饱和度无改善……疑
似肺水肿！”不久前的一天夜里，正在新
疆军区某团高原驻训点巡诊的军医李
强，发现战士小张身体状况出现异常，
便迅速请示上级对其实施后送治疗。
由于处置及时，小张很快痊愈。

记者采访得知，对驻守高原一年
多的李强来说，类似这样的夜间巡诊
早已是“家常便饭”。此次冬季驻训地
域，平均海拔 5000米以上，极度高寒缺
氧，对官兵身心健康提出严峻考验。

于是，李强向团里建议开展夜间巡诊，
并主动请缨担负起每天夜里的巡诊
任务。

眼下已经立春，内地天气开始转
暖，而雪域高原却进入了一年中最寒冷
的时节，降雪更是频频光顾。为了实现
对营区的全覆盖，李强每次巡诊都需要
在齐踝深的雪地里行走半个小时，还要
跨过一个近 30度的长坡，气喘、恶心、滑
倒是常有的事。纵然如此，他每晚都会
雷打不动地出现在每一个帐篷里，官兵
们看到他胳膊上的“红十字”袖章，就像

吃了一颗“定心丸”。
跟访李强这么久，记者发现他令

人感动的除了一心一意为官兵服务的
精神，还有对医疗事业的执著追求。
他的案头，摆放着 10 余本关于高原病
防治的书籍，还有厚厚一本写满治疗
心得的笔记。交谈中得知，李强在陆
军军医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主动
选择到边疆艰苦地区工作，这里肆虐
的风沙和寒冷的冰雪，从未改变他钻
研医学的滚烫初心。

辛勤的付出总有回报。“李医生，

我的头发又长出来啦！”看到李强前来
巡诊，该团火力连战士陈鹏赶紧握住
他的双手表示感谢。原来，针对长期
高原驻训易发的一些常见病，李强通
过对专业书籍与文献资料的查阅研
究，对患病官兵进行对症治疗。

除夕夜，凛冽的寒风裹挟着漫天飞
雪，那个戴着“红十字”袖章的熟悉身影
依然准时出现在巡诊的路上。对李强
而言，这个夜晚一如往昔；对驻训官兵
而言，他的到来却为高原春节平添了温
暖的色彩。

高原雪夜，“红十字”在行动
▇本报记者 李三红 闫 延 通讯员 李 伟

“热烈欢迎新战友凯凯！”近日，在
第 80集团军某旅“红一连”的营门口，
战士们整齐列队，热烈欢迎一名来自
山东烟台的患病少年凯凯。在这里，
他将开启自己的圆梦之旅。
“这孩子打小就立志成为一名光荣

的解放军战士，成为一名神枪手，正是这
个信念，支撑着他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同病魔作斗争。”凯凯的父亲祁正沛介
绍，几年前，13岁的凯凯因发烧被送进
医院治疗，经诊断被确诊为T淋巴母细
胞淋巴瘤，但他追梦的脚步从未停歇。
“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体

验一天军营生活。”在山东电视台的一
档节目中，看着冬日的暖阳洒在凯凯
稚嫩的脸上，听着他心有不甘地说出
自己的梦想，第 80集团军某旅官兵的
心弦被拨动了。
“孩子对军营的热爱和向往令人

感动，不能让他留有遗憾，我们一定要
帮凯凯圆梦！”该旅立即与电视台取得
联系，随后按照军营开放日的审批程
序，邀请凯凯零距离体验军营生活。
“当知道能够来部队体验生活，凯

凯昨天晚上兴奋得几乎一宿没睡。”凯
凯的母亲略带哽咽地说。凯凯刚到
“红一连”，连长孙健便拿出自己珍藏
多年的军车模型和一顶军帽，凯凯双
手郑重地接过军帽，凝视了帽徽许久
才把它戴在头上，这一刻，凯凯觉得自
己就是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了。
“连队参加战役战斗 2000余次，7

次被授予荣誉称号……”在连队荣誉
室内，连长孙健紧紧地拉着凯凯的手

为他讲解连史，凯凯聚精会神地看着
革命前辈昔日战斗的图片并仔细询问
每一场战斗的经过。
“凯凯，现在我批准你为二排五班

预备机枪手……”听完连长孙健宣读
自己的“任职命令”，凯凯怀着激动的
心情来到五班宿舍前。
“班长，这个弹夹能装多少发子

弹？”“班长，这把枪能打多远……”第
一次看到真枪，凯凯既欣喜又紧张，他
小心翼翼地抚摸枪身，轻轻地拿起一
支步枪，一连串问了十几个问题，五班
班长左刚一一作答。观看完战士们在

蒙眼情况下对枪支分解结合的全过
程，凯凯更是惊讶地竖起了大拇指，直
呼“真厉害”。
“想不想试试？”看到凯凯兴奋的

样子，左刚好像看到了当年初入营门
的自己。“真的可以吗？”凯凯的眼神
中充满了渴望。在左刚的指导下，他
不仅完成了枪支分解结合，还体验了
瞄准—扣动扳机—击发的射击过
程。“他想当解放军，想当神枪手，今
天全都实现了……”看着手握钢枪的
凯凯露出久违的笑容，凯凯的父母流
下了泪水。

“感谢大家精心准备的一切，帮我
圆梦，我也会努力早日战胜病魔，成为
你们这样的人，成为一名真正的解放
军战士。”凯凯情绪很激动，一边说着
一边攥紧了拳头。

军营开放日接近尾声，全连官兵为
凯凯送上了一首《为了儿时的梦想》，用
歌声祝福这个坚强的孩子能够开心快
乐地过好每一天。临行前，凯凯缓缓举
起右手，向官兵们敬了一个军礼。

上图：凯凯（右二）正在体验射击。

照片由作者提供

得知一名罹患重病的地方少年，希望能够体验一天军营生活，第 80集团军某旅官
兵主动帮他圆梦，请看—

一个人的军营开放日
■张 宁 杨五阳 本报记者 宋子洵

指导员之家

战场瞬息万变，意想不到的情况随

时可能发生。这就要求指挥员在下命令

前要周密考虑，把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

想全、把相应的方案做细，确保临危不

乱，任何情况下都有应对措施。

从惯性思维的角度来看，文中李连

长节省时间、抢占先机的想法没有错，但

他的问题在于一心求快，却忽视了主油

箱无油可能会产生的隐患，结果恰恰因

此贻误了战机。这也提醒各级指挥员，

战时既要善于抢占先机，也要留好“后

手”。

善用兵者，防乱于未乱，备急于未

急。打仗要有“B计划”，勇于打破常规

经验和习惯，谋划时多“往前走一步”，练

兵时像练主力一样练备份，做到“先手”

和“后手”两手都硬，做好“双保险”，为打

赢增加更多胜算。

打仗要有“B计划”
■第82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赵治国

短 评

2月7日，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卡梅斯台边防连官兵开展边防巡逻，确保边境

安全稳定。 钞飞航摄

营连日志

“ 雪 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