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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手记

新兵葛滨强，身高一米八五。下连那
天，我在人群中一眼就注意到了他。

3 公里 11 分 34 秒、单杠一练习 15
个、手榴弹投掷 62 米……拿着他的新
兵考核成绩，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得知分来了个好苗子，几个班长纷
纷跑来“抢人”，我和连长最终决定把他
分到尖刀班。班长王耀军当即表态，保
证把他培养成一名优秀的警勤兵。

然而事与愿违，没过多久，一次连务
会上，王耀军向我诉苦：“指导员，您把葛
滨强调走吧，这个兵我带不了。”

不对啊，前几天还信心十足的王班
长，现在却成了泄气的皮球，作为连队
优秀骨干，咋还在一个新兵面前犯了
难？在我的追问之下，他道出了实情。

自打下连第一天起，葛滨强的情绪
就一直很低落，对班长安排的工作表面
上答应得痛快，却从不放在心上，甚至
进行“软抵抗”，王班长使出浑身解数却
收效甚微。

听完王班长的话，我立刻意识到问
题的严重性。新战士“软抵抗”看似是件
小事，但时间一长，不但会让这个好苗子
受挫，更会影响到班级的内部氛围。

为帮助小葛尽快走出误区，我专门
找他谈心。在我的再三引导下，他终于
打开心扉，将苦衷一股脑地倒了出来。

原来，入伍前小葛就有一个特种兵
的梦，为了能进特战队，他时刻以一名
准特种兵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新训
结束后，分到了警卫勤务连的他顿感心
灰意冷。

为帮他打开心结，我结合自己换岗的
经历，给他讲清“岗位分工有不同、攥指成
拳打胜仗”的道理，鼓励他重新找准定位，
在本职岗位上书写自己的“士兵突击”。

经过一番长谈，小葛意识到了错
误，当即表示要重新找回自己，在连队

干出个名堂来。
小葛的事给我敲响警钟，经过调查，

我发现新战士中还存在类似情况，为帮
助他们彻底走出误区，我组织了一次集
体谈心。活动后，新战士们纷纷表示，思
想包袱解开了，工作干劲更足了。

在连队最近组织的一次 5公里测
试中，新战士个个士气高涨，屡创新绩，
小葛也以 19分 18秒的成绩再次成为新
兵里面的佼佼者。

（朱 翔、孙子龙整理）

新兵为何要用“软抵抗”
■第75集团军某特战旅警卫勤务连指导员 胡 东

“指导员，你说这黄律文怎么带，平
时和他也没少谈心，可他还是一点长进
也没有……”晚点名之后，五班长冯敏
又向我倒起苦水。

不至于吧？一向认真负责的冯敏竟
搞不定一个列兵？带着疑惑，我决定在
平时多留意黄律文一些。经过观察，我
发现虽然冯班长上课时常手把手教黄律
文，小黄却总对冯班长爱搭不理，可即便
如此，在专业阶段考核中他却都能达到
良好以上水平。对此，一连串的问号在
我脑中萦绕，为啥冯班长的一腔热情反
遭小黄“冷遇”？为啥平时学习并不认真
的小黄专业成绩却好过其他同年兵？终
于在一天晚上，我查铺时发现了黄律文
的秘密。

那天，熄灯就寝已经半个多小

时，可是我发现连队学习室里漏出一
丝微弱的亮光。推开门，我看到黄律
文正照着上午学过的专业书，趴在桌
边做练习题。大半夜的不睡觉，躲在
学习室里刷题，是真刻苦还是装勤
奋？带着疑问，我给他披上大衣聊了
起来。

终于，黄律文向我坦露了心扉。
原来他认为班长太负责了，在生活和
训练中总是对他进行指导和督促，独
立性很强的他虽然入伍不到一年，但
不喜欢时刻被人跟在后面念“紧箍
咒”。之前和班长沟通过几次，但班长
总说这是为了他好，怕他出问题，于是
不愿意和班长正面顶撞的他只好出此
下策——白天装作“吊儿郎当”，晚上
偷偷“点灯熬油”，以此来证明没有班

长的“保姆式”关心，自己同样能够做
得很好。

第二天，我找到冯敏，向他说清了
其中的原委，并提醒他，带兵人不要只
顾着念“紧箍咒”，更要多去留意战士们
的感受。事后，冯班长找到小黄签订了
“君子协定”，把自主权还给黄律文，而
黄律文则保证专业成绩杀进连队前三
甲。果不其然，不久后黄律文的各项成
绩稳中有进，工作上也越来越主动，成
了连队公认的“香饽饽”。

这件小事带给我很大启迪：往后，
还会有越来越多的“黄律文”走进军营，
他们独立、有个性、民主意识强。该如
何带好“00后”新兵，我们带兵人也不能
不分情况地“很努力”！

（刘子源、白 萌整理）

战士为啥假装“不努力”
■陆军某工程维护团二营五连指导员 刘红星

战国时期，齐宣王想要努力治理好

国家却始终不得法，孟子劝他说，“以若

所为，犹缘木而求鱼。”意思是说，如果

方法不对，就如同爬到树上去捉鱼，即

便再怎么努力，也难以有所收获。

类似地，在基层部队，很多带兵人

常常也会有这样的苦恼，明明已经是努

力到感动自己，却常常苦于换不来战士

真心，究其原因，还是方法不对路，却习

惯归结为“时代变了，兵难带了”。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其实，无论

时代怎么变，将心比心的道理不会变。

面对新时代士兵带来的新情况，带兵人

不妨走出“昨天的我”去迎接“现在的

他”，如此才能叩开战士心门，真正走到

战士们的心里去。

感动自己不等于打动战士
■李佳豪

“身上热乎乎，心里暖融融！”3月下
旬，在火箭军“东风第一旅”发射一营野
营篝火晚会现场，下士郭栋梁一曲高歌，
将驻训官兵的热情进一步“点燃”。

前不久，该营进驻某深山综合训练
场，由于春季降雨频繁，连续多天的阴雨
天气让驻训场变得泥泞不堪，恶劣的训练
环境导致一些战士热情减退。

这天早饭时，教导员杨卫平挨个摸
了摸战士的迷彩服，发现全是湿的。原
来由于天气阴冷，战士们的衣物在白天
训练中打湿后夜里很难晾干，穿在身上
难受极了。

思索再三后，杨卫平找来了连队干
部：“通知大家每个班出个小节目，不用
排练，要原汁原味，今晚咱们来个篝火晚
会，让大家烤烤衣服、暖暖身子、涨涨士
气！”
“说干就干！”晚饭结束后，全营官兵

撒开拣柴，天刚一黑，四堆篝火便熊熊升
起，驻训场当即被“点燃”。
“天地间任我展翅高飞，谁说那是天

真的预言！”下士刘虎入伍前是“朋友圈”
里出了名的“麦霸”。没有麦克风，刘虎
在地上随手捡起半截树枝充当话筒，一
首《光辉岁月》动感十足……
“我就是那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玉树

临风，无所不能的吕斌。”全营公认的“才
子”、中士吕斌一登场就博得满堂彩。他
把驻训中的所见所闻编成了顺口溜《野训
那点事》，一个个或感人、或逗乐的故事，
引得大家时而会心颔首、时而掩面大笑。

篝火传递温暖，热情感染人心。不
苟言笑的营长董东双一改平时训练场上
的严肃面孔，当着全营官兵的面，讲了一
个精心准备的笑话，逗得大家前仰后

合。见状，不少原本还有点羞涩的战士
纷纷举手上台，原定的 13个节目，随着
大家的临场发挥变成了 19个。天色渐
渐深沉了下来，官兵身上的湿衣服也在
摇曳的火光中冒起了白烟。

篝火晚会进入尾声，突然有人高喊
道：“教导员来一个！来一个教导员！”一直
坐在人群里的杨卫平瞬间成了焦点。在战
友们的鼓励下，杨卫平走到篝火前庄重地
说道：“一首《血染的风采》送给今天在这里
练兵备战、无惧风雨的战友们……”

曲尽人息，篝火缓缓熄灭了，官兵心
中练兵打仗的如火激情和昂扬斗志却燃
烧得越来越旺！

篝火晚会“点燃”驻训场
■董志文 韩知霖 本报特约记者 冯金源

璇：

来信收悉。
这次巡逻，说实话，刚答应完你我

就后悔了。你从小在大城市里长大，没
怎么吃过苦。第一次上高原、爬雪山、
越冰河，我担心你身体吃不消，同时也
担心你会不会因此知道了边防的苦，反
倒不愿意嫁给我……种种设想，像放电
影一样在我脑海里打转。

行至“风口岭”，车子被冰河拦住了
去路，要徒步前行。在这种光滑的冰面
上，摔倒摔伤是常有的事，我下意识地
看了看你，不禁担心起来，萌生出劝你
停下的想法。

于是，我使劲搓了搓冻僵的手，鼓
足勇气拉了拉你的衣袖，小声劝你返
回车里。可任凭我咋说，倔强的你依
然要坚持同行。行进途中，我最担心
的一幕还是发生了，你一个趔趄摔倒
在冰面上。看你当时的表情，知道你
肯定摔得不轻，我特别心疼，想着这回

你肯定会同意返回车里，可令我万万
没有想到的是，你不但没停下脚步，反
而走得更快了。

来到最危险的“十八道弯”，羊肠山
道一边是雪峰，另一边是悬崖峭壁。我
原本紧张的心更是一下子提到了嗓子
眼，生怕有什么闪失，紧紧地跟着你。
冰雪不断灌入你的靴子，但你却若无其
事勇敢地往前迈步。突然，你毫无征兆
地倒在了我怀里，脸色苍白，呕吐不
止。卫生员赶紧给你输氧，战友们用身
体排成人墙，挡在风口。经过 3分多钟
的抢救，你终于苏醒了过来。你知道
吗，那 3分钟是我有生以来经历的最漫
长的3分钟。

连长再次劝我们放弃巡逻，但倔强
的你却仍要坚持前进。爬上海拔 3988
米的山顶，我们找到一处避风地补充能
量。你手里握着一个馒头，拿着一瓶冰
碴饮料，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不一会
儿，你的眼泪竟夺眶而出，抽泣地说道：

“我真的没有想到，边防军人这么苦！”
听完这句话，我的内心忐忑不安，生怕
之前的担心成为现实。
“界碑在，爱情在，我会像守护脚下

的国土一样去守护我们的爱情。”在界碑
前向你求婚，这是我和战友们出发前商
量好的。虽然你平时大大咧咧，但我这
突然的举动还是让你有点不知所措。大
声表白后，我一直不敢看你的眼睛，心跳
得厉害，当时感觉整个时空都静止了。
其实，我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即使你不
答应，我也会念记你一辈子。
“我愿意！”时间一秒一秒过去，我

耳边传来你熟悉的声音。那一刻，我有
点恍惚，直到听到战友们的鼓掌声和欢
呼声，我才回过神来。一句“我愿意”，
宛如天籁之音回荡在风雪边关，你的支
持也将成为我戍边前行的无穷动力。

华毅

4月1日

（刘 慎、高绪山推荐）

本报讯 孙皓、申建华报道：3 月
28日早晨，陆军勤务学院研究生大队一
名博士学员因队列动作散漫，被大队值
班领导当场点名批评。这是该大队加
强高学历学员正规化管理和日常养成
的一个缩影。

该院去年组织人才培养质量调
研时发现，一些研究生学员由于在校
期间重学位攻读轻日常养成，导致军
事素养偏弱，毕业分配到部队后易出
现“水土不服”的现象。这让该大队
党委感到，研究生培养首先应满足部
队岗位需求和未来战争需要。为此，
大队在全体研究生学员中开展“在校
学习学什么、到了部队干什么、献身
国防靠什么”大讨论，通过邀请优秀

毕业研究生回校报告、大队领导专题
授课、组织学员赴部队见学等方式，
树立起“硕士博士，首先当好一名战
士”的意识，从而缩短“校门”到“营
门”的距离。

一日生活制度如何规范、军人作
风如何养成、第一任职能力如何提

升？经过调研，该大队研究制订了
《学员量化考评细则》等规定，不断强
化提升研究生学员综合素养。据悉，
去年毕业的研究生学员到部队工作
后，由于军人素养好、业务能力强、
适应部队快，大多数受到所在单位的
好评。

陆军勤务学院研究生大队注重培养学员军人素养

硕士博士先当好战士

点 评

一线直播间

熊熊篝火烤干了衣服，温暖了兵

心，更激励了斗志。发射一营的驻训

场“篝火晚会”引发我们的思考：训练

中的政治工作怎样才能出真效果？有

时候，不一定非要正儿八经坐下来谈

心、拿起教案上课才行，面对训练强度

大、任务转换快、实战要求高的实际，

类似这种“短、活、快、实”的政治工作，

也许更接地气、贴兵心、更能有效地激

发官兵士气。 （科 进）

点评三两句

营连日志

写在前面：2018年 1月 19日，南京女孩王璇跟随男友、新疆克孜勒苏军分区迈丹边
防连排长欧阳华毅一同前往阔尔撇别里山口巡逻。在界碑前，欧阳华毅向女友求婚成
功……经历了高海拔风雪巡逻路上的重重体验和考验，这对情侣彼此有了更加深刻的
理解。王璇返回南京后，他们各给对方写了一封信。征得两位主人公同意，现摘登书信
部分内容，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边关军人的爱情——

风雪界碑，那一声“我愿意”
欧阳：

记得 2015 年我们相识后，你经常
给我讲一些边防巡逻的人和事、景和
物，慢慢地勾起了我对边关的好奇。从
那时起，和你一起巡逻成了我的心愿。
没想到，去年腊月我前去探亲时，你告
诉我部队领导同意了我的请求，当时我
内心充满了兴奋和激动。

那天出发前，你拿来一双笨重的
防寒鞋让我穿上，我却耍起了小性子：
“那么丑那么笨重，哪里有我的雪地靴
时髦舒适。”坐上巡逻车，看着一路的
奇山怪石，激动的心情开始慢慢地平
静了下来。

尽管衣服穿了很多很厚，但肆虐的
寒风依然刮得透心凉，冰雪不断灌进靴
子里，冻得脚趾发麻，风吹在脸上像刀
割似的疼。每隔一会儿，你就会帮我清
理一下鞋子里的冰雪，让我感到满满的
幸福和温暖。

海拔越来越高，路况越来越险，行
走在悬崖峭壁旁真是惊心动魄。补充
能量时，看着战士们啃着已经冻硬的馒
头，一个个吃得那么香，当时我的眼睛
立刻湿润了。这时你从怀里掏出一个
焐热的馒头递给我……

虽然中途几度想要放弃，但最终
还是咬牙坚持走到了界碑旁。当看到
界碑的那一刻，我长舒了一口气，映入
眼帘的是红彤彤的“中国”二字，战士
们欢呼着涌向界碑。那一刻，我才明
白，作为一名边防军人，你们的责任有
多么重大！使命有多么神圣！也正是
在那一刻，以前对你的抱怨和不理解，

瞬间化为乌有，内心深处反而增添了
许多愧疚。

就在这时，你突然变戏法似的从背
后捧出一束花，单膝跪地向我求婚。我
想像过无数种你向我求婚的场景，但这
种情况却是我始料未及的。既没有像
样的钻戒，也没有真正的鲜花，只有呼
啸的寒风和冰雪，但我却依然备感温暖
和幸福。

这次巡逻，我们一起翻雪山、越冰
河，真可谓几经波折。与此同时，也让
我对你的工作生活有了更加深切的感
悟。我将更加坚定地支持你，让你安心
戍守边关。

最后，欧阳，我想对你说：边关有
你，家有我；你守边关，我守你。

璇

3月16日

欧阳华毅在界碑前向王璇求婚。

王璇与戍边官兵一起踏着积雪行走在巡逻路上。 巡逻路上，欧阳华毅为王璇遮风。 （图片均由刘慎提供）

邮箱：jbjccz@126.com

全军政工网网盘：jbjccz
本版投稿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