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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你跟我们回家吗？”
“火车要开了，爸爸也得走了……

你们乖乖听妈妈的话……”
5月下旬，中部战区陆军某旅官

兵长途机动，奔赴某地参加比武。
途中，机关参谋吴磊得知火车经停
家乡站台后，经请示批准，提前两
小时将到站信息告知了妻子。

当晚 8时 52分，当军列短暂停靠
某站时，吴磊的妻子付佳乐带着 4岁
大的双胞胎女儿梓卿、梓熠已经等候
在站台。吴磊刚一走下车厢，两个女
儿就跑着扑进了爸爸怀里……

就在这个小小的站台，昏黄的灯
光下，这个分别近一年的军人家庭团
聚了。留给他们的团聚时间是 35 分
钟……
（欲看现场视频，请扫右下方二

维码）

很快，火车鸣笛了，梓卿、梓熠还
紧紧抱着爸爸的脖子，一声声说着让爸
爸和她们回家的话。妻子本想目送丈夫
离开，丈夫却执意要目送妻女先走。直
到看着妻女上车，远去，拐个弯不见
了，吴磊才一转身上了军列。

一声长鸣，军列开动了。吴磊

坐在窗边，看着站台远去，家乡远
去，开始低下头一口一口品尝妻子
给 他 带 来 的 盒 饭 。 盒 饭 共 有 152
份，那是一名军嫂匆忙之中的“精
心准备”，吴磊和战友们吃得那么
慢，那么香……

﹃
火
车
要
开
了
，爸
爸
也
得
走
了
…
…
﹄

■
曹

壮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经常在朋
友圈里刷到支援湖北抗疫及捐送物资、
当志愿者的感人故事。作为一个地道的
湖北人，我一直为不能给家乡作贡献干
着急，唯一能做的就是关注相关新闻，然
后把感动人心、鼓舞人心的故事分享给
战友。

这不，眼瞅着家乡已经逐步恢复了
正常，我心里的遗憾却与日俱增，训练之
余常常想着一件事——怎样才能为家乡
出点力呢？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人民日
报》、央视等多家媒体联合电商平台为
湖北直播“带货”、帮助湖北渡过难关的
做法给了我灵感：作为一名“资深吃
货”，我完全可以在网上选购一些湖北
特产呀！这样既能品尝地道家乡风味，
又能满足我为家乡出力的愿望，何乐而
不为？

武汉热干面、潜江小龙虾、恩施玉露
茶……正当我准备下单扫货时，突然意
识到不对！因为我们正在野外驻训，荒

郊野岭没法收快递，能为家乡出把力的
幸福感一下子“凉凉”了。

一时间我有些无精打采。没想到，
我这点儿细微的变化都没有逃过指导员
的眼睛。在他的询问下，我道出了实
情。让我没想到的是，指导员晚饭前讲
评时，不仅没有批评我工作走神，还表扬
了我帮助家乡渡过难关的努力。

更让我意外的是，晚饭结束后的休
息时间，指导员又让文书把我喊到了他
的宿舍，说他刚刚替我想了个办法：把网
购物品寄给湖北以外的亲友。
“对呀！”一听到这个建议，我立马

开心地拍了一下大腿，当场为家乡“拼
了一单”。在第二天的党团活动上，我
晒出了自己的“拼单账单”，并发出了
“众人拾柴火焰高，没为湖北拼过命，
但为湖北拼过单”的倡议。让我感动
的是，这个小小的倡议竟然受到大家
的热烈响应。那一刻，我感到无比的
幸福。

（周 伟、本报记者李怀坤整理）

我为家乡“拼一单”
■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战士 石浩然

“采购图书前收集官兵意见，连
队之间以漂流形式共享图书资源，开
设电子图书阅览室……”上周末，提
起这最新修改的 5条举措，第 75集团
军某旅高炮营下士李路华很是“得
意”，他没想到此前反映的问题这么
快就有了回音。

事情还得从 5月初说起。因为连
队图书室的书多是一些老旧书刊，
李路华就拍了几本“老古董”照片
发在了微信朋友圈里，还配了一段
文字“吐槽”。

可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快
李路华的朋友圈就“炸了锅”。战友
们纷纷在他的朋友圈留言点赞，不
少人还转发了他拍摄的照片，图书
问题一时竟成了热门话题。更让李
路华意外的是，第二天旅里竟然派
纪检科科长吴旭和宣传科干事刘宇
航专门赶到高炮营，找他详细了解
情况。

“发现问题为什么不直接提出
来，而是发在朋友圈吐槽呢？”面对
吴科长的疑问，李路华有些无奈，他
说：“上次在机关座谈会上我们也提
了，可真的落实下来，不过是机关象
征性地为连队统一购置了 20本新书，
然后就不了了之了……这个问题并没
有从根本上解决。”
“有了意见不直接提，而是在微

信朋友圈‘吐槽’，原因其实很简
单，就是因为提意见不管用！”通过
进一步调研，吴科长发现，像李路华
这样习惯在微信朋友圈“吐槽”的不
是个例。不少官兵反映，机关有些部
门对来自基层的意见不够重视或解决
不及时，嘴上答应得挺好，落实起来
却打了折扣，往往用一些应急性的办
法敷衍了事。
“绝不能让官兵的微信朋友圈成

为‘吐槽圈’！部分机关干部作风漂
浮，不担当、不作为，必须立即纠

正！”吴科长把调研结果带回机关
后，该旅政委李小年在机关交班会上
这样讲道。随后，该旅党委结合贯彻
落实新纲要，围绕建设“敢担当、抓
落实”的服务型机关开展自查自纠活
动，并由旅常委带队，逐个基层单位
调研走访，聚焦官兵关心的难点热点
问题，收集意见建议 23条，并明确相
关责任人和解决时限，确保件件有反
馈，事事有回音。

与此同时，该旅从具体事、具
体人入手主动作为，整改官兵住宿
环境和学习环境，设立文化活动
室、信息化图书室、健身房，新建
改造晾衣棚、卫生间，购买配发洗
衣机、净水器，有效改善了官兵的
工作生活环境，受到官兵广泛好
评。见此变化，下士李路华开心地
把微信朋友圈的“吐槽”删掉了，
他笑言：这个朋友圈动态完成了它
的使命。

“朋友圈”缘何成了“吐槽圈”
■周宇鹏 冯邓亚

值班员：第 83集团军某旅防空营

营长 薛定国

讲评时间：5月26日

这两天，我们在野外驻训场展开了
防空兵协同课目训练。从训练的效果来
看，大家都能够熟练掌握武器装备的技
术性能，通信组网、指挥通联、协同配合
等方面的能力提高明显。

但是，在训练中我发现，个别连队专
业课目抓得紧而又实，但对战术动作的
要求不是很严格，战术动作不规范、敌情
意识不够强、重技术轻战术的问题比较
突出。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掌
握好战术动作，是提高部队实战能力的
重要一环。虽说现在我们的装备信息化
程度高，作战能力强，但在实战中，我们
只有正确掌握并熟练灵活运用战术动
作，才能有效规避敌人打击，完成各种作
战任务。

同志们，希望大家能够及时转变观
念，提高思想认识，不要练好了技术却丢
掉了最基础的战术动作。下一步，我们
要加强战术动作训练，在训练中切实增
强实战意识和敌情观念，把每一个战术
动作练扎实、练熟练。

（曹志国、叶秦涛整理）

不可练了技术

忘了战术

不久前，连队张榜公布 5月份驾驶
员训练成绩，我以绝对优势名列义务兵
组第一名。高兴之余，想起自己初下连
队时的争强好胜,我不由得在心底自嘲
了一番。

从哪儿说起呢？还是从新兵下连
说起吧。几个月前，我如愿以偿地当
上了一名军车驾驶员。虽然我只是个
列兵，平常也挺低调，但其实我心底藏
着“大目标”：当连队最优秀的驾驶员！

嘿嘿，够“狂妄”吧！如今想起来我
还真是有些脸红。不过我也不单单是初
生牛犊不怕虎，别看我只是列兵，其实我
可是个有多年驾龄的“老司机”！

原因很简单，我父亲就是一位司机，
我从小就看着他摆弄车辆，还跟着他一块
出过车。所以，从下连那一天起，我就在
心里暗藏了一个念头：只要上天给我一
个机会，我一定还它一个精彩！

终于，机会来了！一次训练，连长为
了活跃气氛，决定组织小竞赛，规则很简
单，连续通过 5 个障碍用时最少者获
胜。但没想到，我刚握了握拳跃跃欲试，
连长来了一句：“列兵还没训过这个课
目，这次就好好观摩……”眼瞅着露一手
的机会就这样溜走，我不由得长叹一声。

竞赛现场十分激烈，班长和老兵们互
不相让，等所有人比赛结束，我的班长郭治
华名列第一。而让我惊喜的是，连长很随

意地问了一句：“还有没有人上来比试一
下？”我毫不犹豫地大声打了一声“报告”。

循着声音，连长找到了我。见我只是
个列兵，他微一张嘴，犹豫了一下，但最终
还是让我参赛。为了确保安全，连长要求
我的副班长坐在副驾驶位置担任安全
员。踩离合、挂挡、松离合、打方向盘……
我所有动作一气呵成，猛踩油门迅速通过
了所有障碍。当裁判报出我的成绩，全场
一片惊叹——比郭班长整整快了20秒！

可让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是，连长
宣布的最终结果是：郭班长为第一
名。见我和不少战友疑惑不解，连长
把我们领到了运输车后面，我抬头一
看，顿时羞愧地低下了头——车厢里
装载的物资东倒西歪、凌乱不堪。我
虽然过障碍用时最短，却没能完成好
物资运输任务。

正当我懊恼不已时，郭班长走了过
来。他拍着我的肩膀鼓励我说：“看得出来
你基础不错，也敢拼！只要你往后踏踏实
实练，一定有超过我的那一天！”看到班长
眼神里的鼓励和欣赏，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我珍惜每一次上车训练的
机会，遇有不懂就虚心向班长请教，日复一
日地朝着优秀驾驶员的目标努力前进。这
不，我的训练成绩已经连续两个月名列义
务兵榜首了！

（李佳鹏、黄鸿杰整理）

心底藏着“大目标”
■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运输物资连列兵 肖云祺

“我在排头控制速度，大家前两圈
跟着节奏集体跑，第 3圈把劲都使出来，
向前冲……”团里前几天下发通知，要
在两周后进行以排为建制的 3公里越野
考核。接到通知后，我第一时间就集合
全排制订了战术。

本来踌躇满志，然而连队的一次小
测试还是给了我当头一棒。在我发出
“预备——跑”的口令后，排里的战士就
像桶里倒出的绿豆，撒得满操场都是，我
都怀疑自己下的口令是“解散”，测试成
绩可想而知。
“我们是汽车兵，跑得慢、队伍散，也

很正常……”队伍带回的时候，排里一名
下士轻声嘀咕道。“正常？”听到这句话，
我气不打一处来。
“所有人听口令，再加一个 3公里！”

我一声令下，把部队又带回了操场。20
分钟后，大伙儿气喘吁吁地跑完了，看到
大家今天训练得很到位，我心里有些小
得意：“汽车兵也不是不能跑嘛！”

可随后几天，我发现大家脸上的笑
容少了，有些没精打采，四班战士小马在
道路复训时没有及时换挡还差点发生了
事故……眼看考核验收的日子将近，我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却毫无办法。
就在这时，指导员找到了我，对我

说道：“赵排长，我发现你们排里的战
士这几天晚饭吃得很少，我想可能是
你们排的饭前体能小训练搞得过猛，
影响了食欲。提高体能素质是必须
的，但也不能不顾规律急于求成。要
是损伤了身体，耽误了正常的训练，就
划不来了……”

一番话说得我面红耳赤，原来指
导员一直在关注着排里的动态。之
后，我又分别找排里的战士谈心，想听
听他们的意见。四班班长对我说：“排
长，提高训练成绩需要一个过程，刚开
始就是高强度谁也顶不住。小马那次
差点出事，主要是因为前一天他先卸
了 4 个轮胎，下午又做了 200 个俯卧
撑，肌肉过于疲劳，结果挂挡的时候手
都直打哆嗦……”

第二天下午，我又集合全排搞了个
小讨论。大家各抒己见，踊跃发言，我
们一起修改了前期的训练计划，针对后
进人员制订了专门的“私人套餐”。接
下来的训练，我明显感觉到大家轻松了
很多，也主动了很多，我更是听到了当
排长以来最响亮的一番呼号。

一转眼，考核时间到了，由于训练方
法给力，全排战士一条心，我们的成绩达
到了“优秀”。

（张 嘉、高 群整理）

带兵不能急于求成
■新疆军区某团勤务保障营运输连排长 赵旭阳

值班员讲评

Mark军营

图①：怀抱两个女儿，吴磊幸福感爆棚。
图②：车灯照射下，一家四口短暂的温馨。
图③：站台上的“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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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组手机拍摄的照片谈不上清晰，
构图也不算讲究，但贵在真实、动人。
欢迎更多类似“真图”。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