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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三级军士长已有几天，我迟
迟不愿换上新肩章。战友们问我怎么回
事，我嘴上说着“四级军士长的军衔戴习
惯了”，其实是因为我内心对新身份有些
恐慌。

刚入伍那会儿，每当三级军士长
从我旁边经过，我都会多看两眼，心
中满是羡慕与敬佩，暗暗地对自己
说：我也要当三级军士长。为了这个
梦想，我苦练军事技能，钻研装备性
能，经历多次主战装备更新换代，多
次在比武竞赛中斩获荣誉。终于，我
有资格迈进高级士官的行列了。

可当自己真正成为三级军士长，我
才意识到，我只想着这个身份带来的
荣耀，却忽视了必须承担的责任。

作为营里唯一一名高级士官，各级
领导和战友们对我期望都很高，希望我
能干出一番事业来。但，我心里有着自
己的“小九九”：我已经入伍 17年了，好
不容易成为高级士官，不想再拼了。同
时我也知道，戴上三级军士长军衔，就

必须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不能松懈。于
是，权衡之下，我便想到了这种“掩耳盗
铃”的方式。
“老戚，你怎么还没换军衔？”原以

为自己能继续戴着旧军衔“蒙混过关”，
没想到被营长赵宝银逮个正着。我将
自己心中真实想法告诉了他，没想到立
马挨了一顿批评：“你这样跟当逃兵有
什么区别！”
“逃兵？”我一下子愣在原地。
“你是我们营最优秀的装甲技

师，大家都盼着你发光发热呢！”营长
缓了缓情绪，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
是一个兵，不管年龄多大、资格多老，
只要穿一天军装，就该尽一天的责
任。”

临走，营长交给我一个重担，指导
全营装备换季保养。我突然发现，自从
成为高级士官，我一直没什么作为。我
的“老脸”一下红了。

带着满心的愧疚，我来到了车炮
场，全营官兵都在各自岗位上忙碌

着。站在来来往往的战友中间，我静
静地看着他们：连长爬到车底检查装
甲车底盘；几个上士带着工具箱给年
轻战士讲解保养要求……我一下子想
通了。
“来，我帮你！”一名列兵正费力地

提着一桶润滑油从我身边经过，我伸
手接过油桶，和他一起走向待保养的
装甲车，投入火热的装备换季保养任
务中。

中午回到连队，我换上了三级军
士长军衔。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我恍
然发觉，我并不老，我还是从前那个少
年……
（本报特约记者雷兆强、通讯员李

沛锦整理）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第77集团军某旅装步二连三级军士长 戚友路

记者探营

黝黑壮实，满身油污，总是乐乐呵
呵，初见只觉得这就是个憨厚直爽的大
男孩，可一旦遇到供电故障，他就眼珠
一转，总能蹦出些“新点子”，化险为
夷。他就是西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机动
分队电源技师、四级军士长徐信。

去年夏天一次演训，上级通报干扰
机还有 5 分钟起飞，雷达必须紧急开
机。各岗位人员已就位，电却迟迟没供
上。原来油机电缆接头的铁片断了，怎
么办？
“让我看看。”就在大家不知所措

时，徐信提着工具箱冲到了油机前。只
见他拿出电工刀，裁断接头，剥出铜
芯，找来两根筷子，削下几段，缠上铜
芯丝，用绝缘胶带固定，插入接口。一
顿操作看得旁边战友眼花缭乱。这时，
徐信按下启动键、推闸，供电恢复正
常，雷达开始工作，周围一片欢呼。
“多亏老徐在，只有他能在这么短

时间里想出解决办法。”说起徐信的这
次“神操作”，战友们无不竖起大拇指。

不焊接、不换线，徐信维护操作经
常不走“寻常路”：电操复位开关因程
序错误反复出现“假过载”跳闸，徐信
直接卸掉了电动装置，手动推闸供电；
高原驻训，油机死活打不着火，徐信竟
在旁边点起一支火把，边给油机“取
暖”，边手摇发动机，发动机吸入热空
气成功点火……
“那些‘新点子’个个都是‘金点

子’，为了这，他平时可没少下功夫。”
分队指导员陈世杰说，徐信经常抱着厚
厚一摞说明书钻进方舱，守着机器看运
行状态、做记录，对照说明练操作，一
待就是一整天。一次外出驻训，长达

140天，他干脆把铺盖一卷，住在了方
舱里。

为了更加熟悉装备，徐信把它们拆
了个遍。发动机、发电机、配电柜、变
压器……只要是和电相关的，在他那里
都“帅”不过 3秒，转眼就成了一堆零
件，没几天又完好如初。有战友担心拆
坏了要担责任，劝他不要拆那么狠。但
徐信乐在其中，头一歪，甩出一句话：
“不熟悉装备的构造原理，怎么能做到
精细维修保养？”
“电源专业本身的操作维护并不复

杂，但像徐信这样庖丁解牛的，还是第
一次见。”战友张力说，最绝的是有一
天，大伙发现车间里多了一台摩托车发
动机，没过多久，徐信就把它改造成了
一台功能齐全的小型发电机。大家后来
才知道，那是他从自家汽修店拆来的。
“我就是喜欢干这个。”徐信说，在

汽修店里长大的他，打小就对电、对机
械情有独钟，“能在部队干自己喜欢的
专业是我的幸运，我要对得起肩上的这
份责任。”
“把电的问题交给徐信准没错。”

“有他供电心里踏实。”打仗离不开电、
训练离不了电，对于机动在高山大漠的
雷达分队更是如此，徐信用一双巧手精
准排障，确保电力供应不断线。

今年是徐信连续参加机动任务的第
9年。徐信说，他将继续带着这份专注
和热爱，做分队最可靠的“电力守护
者”。

一句话颁奖辞：因为热爱，所以专

注；因为专注，所以精通，好一个解

“电”庖丁。

这个兵满脑都是“新点子”
■吴 限 本报特约通讯员 苏延强

我从小就梦想当狙击手，因为特别酷。
实现梦想的机会终于来了。去年 6

月，旅里计划成立狙击手集训队。得到
消息，我立马报了名。连长问我为啥，我
说：“酷呗！”

成功入选集训队，但我的梦想之路差
点刚开始就结束。集训实行末位淘汰，第
一次考核，我总成绩排在倒数第三。

陡然增多的焦虑，不断拉扯着我的
神经。我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是不是过
于轻率了，只看到狙击手很酷，却不知道
成为狙击手这么难。那段时间，我真正
体会到什么叫“寝食难安”。

连长知道我的境况后，特地打来电话
开导我，他说：“想要酷很容易，但变酷不容
易，要舍得付出辛苦。这些困难都是对你的
考验，要迎难而上，我相信你一定可以！”

连长的话给我打了一针强心剂。既

然成绩落后，那我就比他们练得更刻苦，
不信我不行！队友跑一个武装 10公里，
我就利用休息时间每天多跑一个；枪端
不稳，我就将配发的护肘取下，与坚硬粗
糙的地面死磕到底，直到肘部长起厚厚
一层老茧；耐心和专注力不够，我就练习
用针线穿米粒，每天20粒；我还抓住机会
向射击高手请教经验，认真分析弹道散
布，不断总结射击经验……

有心人，天不负。我的射击成绩在一
点点提升，我终于一路逆袭，获得代表集
团军参加战区陆军“枪王”考核的机会。
“陈治潘：战区枪王（10狙）”。前段

时间，上级将考核成绩通报给连队，看着
喜报上这行字，我的眼眶湿润了。几个
月的煎熬和锤炼，让我更加懂得一个道
理：要想酷，先吃苦！

（王路加、尚 猛整理）

要想酷，先吃苦
■第73集团军某旅侦察营下士 陈治潘

新兵主导编写新装备教案，资深
士官教练员当助手。这一幕发生在第
81集团军某旅火箭炮连备课室内。
“自动调炮要先选好弹种……”5

月中旬，该连几名新兵围在电脑前，
你一言我一语，正在讨论编写新装备
专业训练的教案，“金牌教练员”、四
级军士长张华杰则在一旁辅助，提供
可借鉴的组训思路。
“以往编写教案都是由士官完

成，新兵能胜任吗？”张华杰说，当
兵 15年，听说过新兵一下连就当理论
小教员、政治小教员、体能小教员
的，但指导训练教老兵，还真是头一
回。

今年初，该连接到通知，4月将
列装一批新装备。按惯例，连队会提
前派技术骨干到厂家或院校学习，再
由他们编写教案、组织教学。但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外出送学和外请专

家都受到限制。
“岂能让装备等人才！”连长张广

鹏得知今年新兵在训练基地已开始学
习该型新装备操作，而且这批新兵中
大学生很多，学习能力较强，便萌生
了让新兵当教练员的想法。

于是，张广鹏联系新兵训练基
地，挑选 6名专业成绩靠前的新兵，
要求他们认真学习掌握新装备操作，
做好笔记，为下连后的教学做准备。

但新兵下连后第一次上课却让人
大失所望。专业成绩最好的桓申奥，
因为紧张始终讲不明白操作要领，直
接做示范，台下也看得一知半解。换
了几个人，效果仍然不好。

新兵虽然缺乏教学经验，但更了
解新装备；老兵教学经验丰富，却不
熟悉新装备。何不各取所长，相得益
彰？连队决定由新兵主导教案编写，
老兵辅助；老兵领衔组训施教，以老
带新。

最初接到辅助新兵编写教案的任
务，张华杰很不适应。他本想靠一己
之力“啃”下新装备，可研究了一

周，一个参数设置反复出错，只好向
桓申奥请教。没想到桓申奥一出手就
解决了，张华杰这才认可了新兵的能
力。

看着新兵快速成长，起初和张华
杰有相同想法的士官都心甘情愿当起
了“助手”，在新兵老兵通力合作
下，一份份高水准的新装备教案新鲜
出炉。

训练场上，测地班班长刘坤正在
讲解新型测地车相关知识。刘坤手中
的这份教案正是新兵李亚琪主导编写
的。刘坤坦言，跟着新兵一起编教
案，自己学到不少，产生了强烈的危
机感。

如今，新装备到位近 2 个月时
间，新兵和老兵已经合作完成了从设
置阵地、手动输入诸元到全自动射击
等一系列课目的教案编写和试教试
训，均取得不错的效果。张广鹏说，
这种新老搭配的组训施训模式还将保
持下去，“只要是人才，只要有能
力，不管是新兵还是老兵，我们都要
大胆使用”。

新兵主导老兵辅助 新装备教案这样编
■王泽宇 本报特约通讯员 江雨春

新闻前哨

士兵格言

采访感言

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牵动着广大官兵的心。连日来，各

部队认真传达学习两会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决策部署上来，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图①：海军某护卫舰支队信阳舰政委毛旭鹏组织官兵讨论
交流，深化两会精神学习效果。 王光杰摄

图②：第76集团军某旅官兵通过新媒体学习两会精神。
李忠元摄

统计上报人员在位、车辆动用信
息，是基层文书的一项日常工作。然
而 5月中旬，记者在火箭军参谋部某队
采访时发现：忙忙碌碌一上午，综合保
障连文书朱国文始终没有涉及这些
事。

见记者不解，朱国文解释说：这活
儿，现在有“人”替我干。

那“人”是谁？来到该队营门口，
记者恍然大悟：朱国文口中的“人”，原
来是智能门禁系统。随行的队领导冉
青介绍，人员车辆进出营区，人脸指
纹、车牌号码等“身份信息”会被这个
系统实时采集，并显示在“军营态势大
屏”上，供队领导、机关干部和基层主
官掌握。

聊起这个“好帮手”，正在执行作
战值班任务的参谋张亚男感触颇深：
“以前，为了一组组数据，电话一个个
打，文书一趟趟跑，耗费了很多时间精
力；而今，各种情况信息一目了然，分
分钟就能完成统计报备，省时又省
心。”
“我们引入这些信息化设备，就是

想改变当前的一些工作方式，让数据
多‘跑腿’，官兵少‘跑路’。”一句“省时
又省心”，让冉青打开了“话匣子”：军
营不是脱离社会的“另一个世界”，时
下“五多”问题之所以久治不绝、屡禁
不止，与一些工作方式方法滞后不无
关系。

就拿“官兵基础信息年年报、反复

填”来说，通过建立数据库来解决其实
很简单，不少单位想过，也做过。可从
基层反馈来看，大多成效不明显，一到
用时，机关还是追着他们反复要数据、
催材料。

对此，有切身经历的部队管理参
谋司端贺很有发言权。他介绍，以前
那种数据库，说白了就是储存在电脑
里的几张 Excel表格，各部门难以实现
信息共享。即使安排专人打理，也不
过是把各个基层文书的工作量转移到
这个“专人”身上，“一个个数据复制、

粘贴，没啥技术含量。”
记者了解到，为解决这种登记统

计负担，该队正在构建一种只需输入
官兵姓名、籍贯、入伍年月等信息就
能供各方一键调用的数据库。“从技
术层面看，做成这件事并不难，关键
在于愿不愿做、想不想干。”冉青举了
一个例子，以前派遣车辆，他们大多
跟着“感觉”走，哪辆空闲就派哪辆；
如今，他们可以在“军营态势大屏”看
到车况和状态，做到精准派遣、科学
调度。

“别小看这些变化，我觉得这是
未来的发展方向。”带记者参观其他
信息化设施，向记者展示该队新一
轮信息化建设方案，冉青兴致勃勃
地说，“部队每年都会产生大量训练
数据，如果能借助信息化手段对这
些数据进行采集、处理、分析，一定
能从中发掘更大价值，收获意想不
到的惊喜。”

看来，利用信息化手段进一步为
基层减负、让数据服务于战斗力，已成
为该队官兵共同关注的一件大事。

数据多“跑腿”，官兵少“跑路”
—火箭军参谋部某队利用信息化手段为基层减负新闻调查②

■本报记者 邓东睿 通讯员 褚德杰 张怀森

“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就是

一句空话。”引用这一经典论述分析为

基层减负，可以得出这样一条结论：不

解决转变工作方式的问题，减负就是

治标不治本。此言或许有些偏激，却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层官兵的心

声：一些陈旧的工作方式、工作套路，

已到不得不改的地步。

“让数据多‘跑腿’，让官兵少‘跑

路’”，这话既蕴含“少麻烦基层官兵”

的减负理念，也诉诸“多使用信息化手

段”的工作方法。诸多案例提示我们：

练兵备战、部队发展、基层减负中的很

多难点、堵点、痛点，都可以通过“数

据+”“信息+”助力解决。

一位基层作训参谋曾在年终岁尾

面对满柜子的材料、数据慨叹：“这些

东西要是能用起来，该有多好！”身处

信息时代的这一叹，道出了未经分析、

整合、分发的数据只是一堆无用数字

的真相，喊出了多少数据信息等着我

们去挖掘、处理、运用，进而服务于战

斗力建设的呼声。

而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信息技术呈井喷式涌现，并越来越

广泛地应用于生产和生活。要全面

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必须运用新技

术、拥抱新时代。让“沉睡”的数据流

动起来，正是推动部队建设发展的务

实之举。

让“沉睡”的数据流动起来
■邓东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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