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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亲历改革·融合

延伸阅读

历史传统、行为习惯、思

想观念有差异——

互解互通，熔铸过硬

的“钢”

2017年 5月中旬，刚从某海防团转
隶到三营，排长吴寿兴就被新的管理规
定“撞了一下腰”——

海防团要求干部每晚熄灯后到凌晨
5点前查铺查哨两次，而新单位规定，中
午午休时干部也要查铺查哨一次……由
于不熟悉新的规定，吴寿兴刚担任连队
值班员时，几次午休查铺查哨都没落实。

事后，吴寿兴一脸自责，却被告知：
“指导员已经代你查过了。”原来，指导
员怕吴寿兴初来乍到“水土不服”，工作
中不仅对他悉心帮带，而且热心补台。
吴寿兴顿感心中暖流涌动，下定决心尽
快熟悉新规定、适应新环境。

新转隶到三营的官兵中，不少人
都有着和吴寿兴相似的经历。对此，
教导员胡良平这样看：合编后的官兵
来自不同单位，如同不同血型的新鲜
血液在一个肌体中循环，只有理解和
沟通才能抗“排异反应”，才能拧成一
股绳、形成一盘棋，把新单位熔铸成一
块过硬的“钢”。

为此，三营组织官兵与新转隶战友
开展了“光荣历史互讲、先进经验互学、
英模典型互励、特色文化互融”活动，开
展“新的战友如何相处、新的班排怎么
融合”的专题讨论，引导官兵在合编后
取长补短、共谋发展。

那天中午，记者在三营食堂看到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互赞会”：“新转隶来
的上等兵刁大龙，保养装备不怕脏不怕
累，值得我们学习”“高占祥同志担任连
队值班员严格要求，把连队的作风抓了
起来”……官兵们在开饭前借助“饭堂
小广播”为身边的好人好事点赞，一点
一滴的交流交融，加深了战友感情，也
促进了团结协作。

七连下士武静的老单位是“基层安
全保卫工作模范连”。转隶后，他发扬
老单位抓安全工作的传统，主动担任安
全员，排查讲评安全隐患情况，倡导人
人养成安全意识，为连队建设注入了新
的生机与活力。

兵种编成、担负任务、岗

位专业有差异——

互帮互进，点燃事业

的“火”

“王海洋，成绩全优！”转隶到三营
七连不到 3个月，副班长王海洋就顺利
通过了3个专业的考核。

王海洋的这份成绩来之不易。过
去，王海洋是某海防团迫击炮专业的训
练尖子。转隶后，他成为新型反坦克火
箭操作手，一下子从“训练大拿”变成了
“门外汉”。有些灰心丧气的王海洋甚
至向连队干部表达了退伍的想法。
“合编之后要真正合力，需要每名

官兵都在新岗位上焕发出战斗力！”三
营营长李克南介绍说，从装步营转型为
合成营后，火炮、装甲、工程等各种作战
要素融入战斗编成，很多官兵都和王海
洋一样经历着转型阵痛。

如何使不同专业、不同岗位、不同
兵种的人员，在作战理念、知识结构、能
力素质方面加速融合，在战斗力建设上
产生“1+1>2”的效果？三营发扬技术互
助的传统，将专业技术骨干打破建制任
教组训，安排技术尖子与转隶官兵结成
互助对子，签订帮带协议书，帮助官兵
突破兵种、岗位和专业的“壁垒”，燃旺
建功军营的事业之“火”。

老班长廖伟烽主动和王海洋结成
了技术互助对子。学习计算标尺、测定
目标距离，掌握射击原理和实际操
作……两个多月后，连队组织反坦克火

箭实弹射击，王海洋三发三中。合成营
专业杂、岗位多，为帮助新战友尽快实
现“一专多能”，连队又加强了对王海洋
的跟踪培养，帮助他掌握装甲车驾驶和
高射机枪操作等技能。

这些天，三营又组织了一次专业技
能考核，新转隶官兵的成绩都在良好以
上。营里新组建的火力连科研攻关小
组也传出喜讯：连队新配发的迫击炮射
击系统与反坦克火箭筒微光夜视仪“嫁
接”成功，有效提高了迫击炮夜间射击
精 准 度 。 而 这 一 成 果 背 后 的“ 功
臣”——副连长马新和班长高阳，都是
新转隶过来的。

生活基础、事业平台、工

作环境有差异——

互爱互扶，融聚温暖

的“家”

“关心转隶官兵,携手共同前进”“进
了旅大门,就是一家人”……调整组建后
的第一次驻训，三营的驻训点里随处可

见一条条暖心的小标语。
行胜于言。每条标语的背后都是

一个个暖心的小故事——
“班长，请问蚊帐怎么挂？”面对上

等兵贺畅的提问，班长杜仕一开始有点
“蒙”。原来，贺畅转隶前所在的某海防
团驻地蚊子少，从来没挂过蚊帐。于
是，杜仕手把手教小贺挂蚊帐，怕他站
岗时被蚊子叮咬，还热心为他买来驱蚊
药水。
“新学校真是挺不错！”改革调整后

不久，新学期开学了，三营 12名转隶官
兵子女顺利办理了入学手续。旅里不
仅积极联系地方相关部门解决转隶官
兵子女入学、家属随军等问题，还整修
来队家属公寓，为因移防停止休假的官
兵补办休假手续，建设好官兵的“后院、
后路、后代”工程。

2017年 7月，旅机关对转隶官兵问
卷调查发现，他们最大的顾虑是：到了新
单位，环境陌生，担心成长进步受限。如
何发挥“三大互助”优良传统，让转隶官
兵感受到“家”的温暖？三营的做法是回
应官兵最关切的问题、化解官兵最现实
的顾虑、解决官兵最挠头的困难。与此

同时，他们还在干部调整、立功受奖、骨
干选取等问题上，对转隶官兵厚待一分、
高看一眼。

支援保障连侦察班班长刘聚转隶
到三营前，因训练成绩突出两次荣立三
等功。转隶后，恰逢连队遴选优秀士兵
提干对象。“自己初来乍到，在新单位又
没有工作实绩，能选上吗？”刘聚心里没
底。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党小组推
荐、民主测评、党支部研究……一系列
程序走下来，连队公开公正推荐了他为
提干对象。

爱兵爱到根本处，带兵带上成才
路。“尊干爱兵模范连”指导员闫承林
有本“知兵录”，详细记录着每名转隶
官兵的生日、兴趣爱好和特长。在此
基础上，连队为每名转隶官兵制作了
一份“成长路线图”。

上等兵马建洲性格内向，转隶到
连队后，班长张超超发现他干事沉稳
且步枪射击成绩优秀，便推荐他担任
狙击手。果然，马建洲不负众望，在旅
里组织的实弹射击考核中，他取得隐
显目标射击和应用射击成绩两个优
秀，成为连队官兵学习的新榜样。

“王克勤营”里的新互助
——第72集团军某旅三营发扬优良传统促进部队合心合力的故事

■本报记者 朱 达 通讯员 刘先冬 李元庆

集合点名前喊连训，是很多连队常见的

做法。然而，第 72集团军某旅三营支援保

障连一次点名，官兵们却喊出了两个版本的

连训。

改革调整中，新组建的支援保障连官兵

来自两个荣誉连队。一个是爱兵模范王克

勤生前所在连。70多年前，王克勤带头发

起的官兵思想、技术和生活“三大互助”运

动传遍全军，连训“尊干爱兵、团结奋进”也

作为该连光荣传统代代相传。另一个是

“许昌连”。解放许昌的战斗中，该连仅用8

分钟便展开4次爆破炸开城门，而后又打退

十几倍于己之敌的疯狂反扑，“神速突击、

顽强制胜”的连训被官兵视为精武砺剑的

精神法宝。

连训的背后是集体认同感。一个连队呼

喊连训时的南腔北调，折射出改革调整期间

新组建单位的融合之难。

作为王克勤生前所在营，今天的三营，有

近三分之一的官兵都是从外单位转隶而来。

“不同单位的官兵，文化传统、管理模式、行为

习惯等各不相同，给单位建设发展带来了不

少冲击。”教导员胡良平说。

合编之后，如何尽快推动部队合心合

力？这是“脖子以下”改革展开以来大江南

北军营里的“热门”课题。面对这一新课题，

三营还是老解法——发扬“三大互助”传统。

由此，支援保障连里发生了不少新变

化。教育讨论，排长徐昊借鉴了王克勤连队

的“互助教育法”，受到全排官兵欢迎；体能训

练，值班员张加文吸纳“许昌连”班长孔峰的

提议，改变训练课目组合顺序，训练效益明显

提升……新连队吸纳着两个光荣集体的优

长，正加速融合发展。

“如果能从‘互助’的角度来看那些老单

位的个性特点，矛盾就会少很多，战斗力标

准就会鲜明得多。”回顾几个月来的融合历

程，苏晓武认为，发源于解放战争时期的“三

大互助”运动，正在改革强军中彰显出新的

时代内涵。

“王克勤式一线带兵人”秦松杰（左二）在新战士五公里跑步中为班里战士加油鼓劲。 本报记者 朱 达摄

转隶到第73集团军某旅合成四营后
的第二个周末，下士李永乐当着时任指
导员肖秋力的面和排长汪成吵了起来。

冲突源于连值日安排。这个连队
是改革调整中新组建的，由坦克连和步
兵连部分人员合编而成。坦克连连值
日安排的惯例是每个排负责一周，周一
至周五通常是义务兵轮流担任，周末时
间由党员和士官担任。步兵连则是全
连战士轮流担任连值日，每人一天，轮
到谁是谁。

单位新成立，连队对很多工作还没
有规范。说来也巧，连续两个周末，李
永乐都被安排担任连值日。
“全连排连值日，上周周末站岗我

没意见，这周末还让我站岗，这不是明
摆着给我穿‘小鞋’？”性格直爽的李永
乐觉得，一定是因为那次体能训练时和

排长发生“冲突”，挨收拾了。
李永乐是原步兵单位的训练尖子，

体能素质过硬。到了新单位后，排长重
点抓专业技能训练，李永乐觉得在排里
很没存在感。一次，厂家师傅来单位维
修新装备，排长汪成认为这是难得的见
习机会，决定让全排专业骨干在体能训
练时间留下来学习。可李永乐认为体
能训练时间不能随便占用，便自己回去
练体能了，让汪成很尴尬。
“不同的兵种，训练理念上肯定有

差异。”肖秋力清楚，重视专业技术是坦
克兵的传统，士官作为坦克专业的主
力，保障其充分的训练时间对战斗力建

设意义重大，因此义务兵和士官分开排
岗的做法便在大项任务中延续下来；传
统步兵专业性没有坦克兵强，更重视军
事体能，连值日统一排岗，相对公平。

融合的前提是消除认识上的差异，
达成思想统一。一摸底，在新组建的连
队，像连值日排岗这样的差异还有不少。

建连之初，连队向官兵征集意见制
定连训，全连 80多张纸上几乎只有两个
答案：“特战尖兵、有我必胜”和“铁甲雄
风、奋勇当先”——一个是原步兵连连
训，另一个是原坦克连连训。

新连训到底怎样定？有人建议，将
两个单位的连训合在一起，这样更容易

得到大家的认同。然而，这个代表大多
数人想法的提议，肖秋力却并不认同。
在他看来，全新的装甲步兵连绝不是两
个兵种连的简单组合。

身子转了，官兵脑子中的理念为何
没转变？肖秋力结合融合中的新问题，
向连队官兵抛出了好几问：军事体能和
专业技术到底哪个更重要？夺阵地、攻
山头的传统步兵离开信息技术支撑，能
适应现代化战场吗？从坦克兵到装甲
步兵，到底有哪些不同……

一场“转型考问”大讨论在全连展
开，官兵纷纷对照新体制、新岗位的新
要求，围绕思维理念该破除什么，能力

素质还缺什么，转型重塑需要什么展开
思想碰撞。

讨论不仅让大家对新连队的建设
发展方向更明晰，再研究制定连训时，
全连官兵的想法也达成了一致。最
终，新连训被确定为“敢打必胜、永争
第一”。

思想统一了，同心聚力抓建谋战的
氛围自然升温。随后，一场“互换岗位”
活动在官兵之间展开，步兵向坦克兵学
驾驶、射击、指挥通信专业，坦克兵向步
兵学步兵指挥、各类轻武器使用。官兵
在互帮互学中融合了双方理念，体会到
了攥指成拳的力量。经过几个月的磨
合，连队探索出一套共同编组、协同训
练的方法，单车整体突击力不断增强。

如今，掌握了驾驶专业的李永乐对
连值日排岗问题早已想通悟透，他不仅
和排长汪成握手言和，还与汪成结合新
连队训练生活的实际情况，对连值日和
岗哨安排提出了改进建议，新的排岗方
式很快得到了全连的认可。

连值日排岗之争发生后
■汪俊锋 邬 林

微观察

解放战争初期，由于连续行军作

战，部队减员很多，大量翻身农民和

“解放战士”补入我军部队。如何使老

骨干、新战士和“解放战士”拧成一股

绳，迅速形成战斗力，是当时全军都在

研究的课题，也是身为机枪班班长的

王克勤带兵遇到的现实难题。

王克勤对班里的同志说：“中国有

句老话，叫作‘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

友’。现在，这句话可以改成‘在家靠

父母，革命靠互助’。”他在班里成立了

思想、技术、生活互助组，组长大伙儿

推选，自由结合编组，有效提升了部队

的战斗力。

当时，思想互助的主要办法是开

展以诉苦活动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政治

工作。班里战士有了思想疙瘩，王克

勤总是耐心说服，从不耍态度、发脾

气。技术互助的目的是尽快提高军事

素质。因为战斗频繁，很多新同志一

参军就得打仗。王克勤提出勇敢与技

术结合、战斗与训练结合的口号，带领

战士从难从严进行军事训练。生活互

助一开始也称体力互助。部队天天行

军打仗，别说是新兵，就是老兵有时也

体力吃不消。部队过河时，王克勤把

受伤的战士一个个背过去；部队夜行

军，他把自己的绑腿解下来让全班战

士牵着绳子走；部队宿营后，他忙着烧

水给战士们烫脚、挑泡……

1946年 10月，王克勤所在营奉

命在徐庄阻击敌人。激烈的战斗中，

王克勤率领他的机枪班，团结互助，灵

活转移阵地，歼敌123名，全班无一人

伤亡。战斗结束后，上级给王克勤班

记了集体一等功，王克勤也被破格提

拔为排长，其开创的“三大互助”带兵

方法受到广泛重视。1946年12月10

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

发表社论《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短

短时间里，大批王克勤式的英雄人物

和模范班排涌现出来，迅速提高了我

军的战斗力。

1947年6月30日，我晋冀鲁豫野

战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

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7月

10日，第6纵队打响了进攻定陶城的

战斗，创造了以1个纵队在攻坚作战

中歼敌1个旅的战斗纪录。这次战斗

中，王克勤率领全排奋勇登城，身负重

伤后仍坚持指挥战斗，因流血过多，英

勇牺牲，年仅27岁。司令员刘伯承痛

惜不已：“蒋介石一个旅也换不来我一

个王克勤！”

新中国成立后，“王克勤运动”一

直坚持了下来。以尊干爱兵活动为主

要形式的团结互助活动，长期持久地

开展着。王克勤生前所在部队，尤其

是王克勤生前所在连，半个多世纪坚

持学习王克勤不动摇。1990年 12

月，中央军委授予这个连“尊干爱兵模

范连”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朱 达、通讯员刘先

冬、李元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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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勤在班里开展技术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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