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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资是指职务工资、军衔工
资和军龄工资三项之和，基本工资与艰
苦边远地区津贴、住房补贴和退役费等
息息相关……”1月下旬，西藏军区青藏
兵站部某运输旅计划财务科科长常阳，
正在耐心细致地解答战友针对工资条

内容的提问，这是该旅机关夜校学习，
现场回答问题的一个场景。

据了解，为提升机关干部能力素
质，该旅于每周三晚间开办机关夜校。
为确保这一制度有效落实，他们实行打
卡制度，并通过课堂抽点提问、不定期

考核、月度讲评等方式，确保干部人人
参与。

为提升教学质量，他们精心筹划授
课内容，将军事理论、政治工作、党史军
史、哲学文化、办公业务等内容进行归
纳整理，推出“知识套餐”。他们还组织
各科室骨干轮流走上讲台，讲授本领域
的规章制度、工作任务、业务流程和注
意事项，促进机关内部沟通交流、增进
了解，为日后高效协调合作、提升工作
质效打牢基础。
“看到身边战友走上讲台，展现很

深的学识，我感到了自身存在的差距。
我要好好利用机关夜校这个课堂，加快
知识迭代和能力升级，准备迎接新的挑
战。”该旅一名参谋在听完同事的授课
后感悟颇深。

据悉，夜校开办以来，该旅机关学
习氛围日渐浓厚，干部主动学习意识有
了明显增强。

青藏兵站部某运输旅引导干部加强学习

机关夜校打卡上课
■张理勇 本报特约通讯员 朱伊丹

春节假期开始了，如何度过这 7天，不同岗位的军人有着不同
的打算，请看—

我的春节这样过

自担任连队报道员以来，每到春
节，我都会利用假期整理一年来拍摄
的照片，并精心挑选一部分冲印出来，
送给战友当新年礼物。

今年也不例外。眼看除夕将至，
我估算了一下工作量，赶紧做好了计
划。夜深人静，翻看一张张照片，凝视
照片上一个个生动的面孔，这一年来
的点点滴滴不由涌上心头。
“列兵龙子希的变化真大啊。”去

年刚下连时，他体重接近 200斤，班长
骨干为他量身订制了“瘦身套餐”，并
陪着他一起练。我用相机分段记录了
整个过程，这一头一尾两张照片里的
龙子希简直判若两人。如今，体重
140 斤的他已成长为连队的训练尖
子。想到这里，我把龙子希的所有照
片单独存入一个文件夹，打算过两天

把他请过来，给他一个惊喜。
此时，一个名为“盛夏淬火”的文

件夹引起了我的注意，轻点鼠标，我的
思绪一下子飞回到去年7月。

那是一次实兵实弹演习，我们连侦
察班突然接到“指挥所转移”的指令。当
时情况紧急，来不及多做准备，大家便穿
着厚重密封的防护服迅速转场。到达
目的地，脱下防护装备，大家跟刚淋过大
雨似的，靴子里倒出一大摊汗水。见此
情景，我举起相机定格了这个画面。

同样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这张
三人并肩奔向终点的照片。

前不久，上级组织 20公里战斗体
能考核。下士韦火金脚踝有伤，但为了
不拉低连队的参考率，他带伤上阵。尽
管一直咬牙坚持，但最后武装奔袭时，
他还是掉了队。就在这时，同一个排的

战友张飞和马凯旋飞奔过来，一左一右
搀起韦火金，向终点冲去。我清晰记
得，伴随着他们踉跄前行的，是现场震
天动地的加油呐喊声……

粗略一看，要整理的照片实在太
多了，看来这个春节有我忙的。关上
电脑，我猛然想起今天从训练场回来
的路上，我和战友老余说好的约定。

老余已经入伍 15年了，去年刚结
婚。这个春节，他原计划休假回家，但
为响应“就地过年”号召，只好作罢。
我和他约好，这两天专门给他拍几张
帅气的照片，让他发给妻子。
“有了！”想到这儿，我突然萌生了

一个想法：利用 7天假期，给每个战友
拍一套“军营写真”，以此纪念这个不
寻常的春节。对，就这么干！

（王路加、谢文剑整理）

给战友拍摄一套“军营写真”
■第73集团军某旅防化连下士 杜 超

“今年能回家过年吗？”前几天，妻
子发来的一条微信让我猛地意识到，
不知不觉中，一年又过去了。我犹豫
了一下，回了几个字：“亲爱的，估计回
不去了。”

其实“估计”二字，只是对妻子的安
慰。和往年相比，今年春节我多了一项
特殊的任务：为战友们建设“新家”。

由于单位移防的缘故，我去年初
便来到新驻地“打前站”，负责营区工
程建设。过去的一年，我与战友们相
继完成了新营区征地、建设方案论证、
协调地方帮助修建战备道路等多项重
大任务。虽然很辛苦，但看着如今已
初具雏形的“新家”，我心里满是自豪
感和成就感。

然而，受疫情影响，工程建设耽搁
了较长时间，根据计划安排和工期要
求，今年春节期间不停工。所以，不能
回家过年是早就确定了的。

其实，家人已经习惯了我的“缺
席”——平时工作多，加班是常态，每
次与家人视频通话，时间都很短，4岁
的女儿除了叫声“爸爸”就不吭声了。
有段时间，父母相继生病住院，我赶不
回去，但他们毫无怨言，还嘱咐我坚守
岗位、干好工作。每每想到这些，我就
鼻子发酸。

自古忠孝难两全，何况我又是一
名军人。虽然今年春节无法回家，但
在这个小长假，不论是通过视频聊天
还是打电话，我每天都要坚持给家人

一份陪伴。我想好了：除夕夜，给父母
拜年发红包，祝二老身体健康、万事如
意，与妻子、女儿视频连线，一起看晚
会守岁；大年初一，再给女儿发个红
包，祝她新的一年健康成长；初三，我
打算与同事请假外出，感受新驻地的
年俗风情……当然，新营区建设不停
工，我的主要精力还得扑在工地上。

一家不圆万家圆。一想到单位的
温暖“新家”将在牛年建成，一想到建
成后战友们可以在“新家”与家人团
聚，我这个春节就不孤单。就此搁笔，
远方的战友、亲人，提前给大家拜年
啦！我在“新家”等你们！
（本报特约记者童祖静、通讯员陆

栋钰整理）

帮单位建设一个温暖“新家”
■第72集团军某旅保障部助理员 樊晶晶

夜空渐渐宁静，战友们和着哨音
钻进被窝，带着一天的疲惫香甜睡
去。查完铺回到房间，我翻开笔记本，
构思着春节期间该搞哪些文化活动。

今年过年，我们连在大山里担负
战备值班任务。人在战位，文化活动
该怎么组织呢？

其实困扰我的不是活动的形式和
内容，而是组织这些活动的意义。

去年刚到连队当指导员时，一场
与兄弟单位的五公里武装越野对抗
赛，让我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在最终
冲刺阶段，我声嘶力竭鼓动几名掉队
的战士向前冲，却只得来“指导员，实
在跑不动了”的口头响应。成绩宣布
后，我第一次在全连面前发火：“咱‘钢

四连’那‘勇猛顽强、攻坚克难’的连队
精神以后就不要喊了，太丢人了！”

事后我虽心有懊悔，但与连长分
析连队现状，更多的却是忧上心头：虽
然专业技能个个过硬，但大家干啥都
好像缺一口气，头两年铆足干劲争先
创优的士气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于是，我在训练生活中收起笑
容，实行高压管理，今年初进驻战备
点位后，又增加了强度，希望新年开
局起好步。

那天专业理论摸底测试，二班班长
的成绩不理想，我有些生气：“都是士官
指挥长了，怎么还考不过几个新兵？”

直到后来召开组织生活会我才知
道，考前那个晚上，他在与妻子通话

时，得知家里事情很多，有些分心，导
致考试发挥失常。我还得知，此前五
公里武装越野那几个喊着“跑不动”的
战士，平时跑得并不慢……

是啊，连队抓管理固然没错，可也
不能忽视战士们的感受；军人身处战
备一线保家卫国固然是职责所在，可
也别忘了他们也是血肉之躯，有自己
的喜怒悲欢。

想到这里，我删去了春节文化活
动计划中那些“硬邦邦”的内容，取而
代之的是“围在一起写写家书”“茶话
会上聊聊家庭趣事”等温馨活动。我
想，这个春节官兵们虽然不能回家，但
一定要让他们在连队这个大家庭里，
感受到另一种团圆！

让官兵感受一种别样团圆
■火箭军某旅发射四连指导员 邓东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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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官兵们也

开始写春联、挂灯笼、贴窗花，精心装扮营区，喜迎新春佳节

的到来。

图①：武警四川总队医院官兵利用周末时间外出选
购春联、福字。 李华时摄

图②：火箭军某哨所官兵在新春来临之际坚守岗位。
程 鹏摄

图③：驻守在祖国西南边陲的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
队官兵正在悬挂灯笼，营造节日气氛。

赵雨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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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笔者接到一份来自连队

的健身器材更换申请。在办理过程中得

知，该连的健身器材配发多年，部分早已

老化，但他们一直没有申请更换。直到

前几天，一个器材突然崩裂，造成一名战

士手腕骨折，才引起连队重视。

这种现象在基层不是个例。热水

器损坏，继续将就使用，造成多人因洗

澡受凉感冒发烧；被装大小不合适，申

请更换迟迟没有下文，导致演训时战士

的帽子被风吹走……这些问题，刚开始

时并不难解决，但如果坐视不管，任其

发展，就会由小而大、由少变多，成为难

题。此时再着手解决，不但费时费力，

还可能于事无补。

小问题演变成“老大难”是需要时

间的。在这段时间里，为什么对其听

之任之？细究原因，就会发现其中的

“门道”。有的单位领导眼里只有“难

题”，因为解决难题说起来好听、报上

去有功，既反映带兵人的能力，又凸显

单位的政绩。与此相比，类似日常琐

事的小问题就显得“不值一提”，说多

了显得小题大做，做起来又没啥“技术

难度”。久而久之，对于小问题，带兵

人不愿管、官兵不愿提，一拖再拖，直

到积重难返，甚至引发事故。

感人心者，莫在乎情。坚持“基层至

上、士兵第一”不能当口号喊，“带着对官

兵的深厚感情做工作”更要落到实处。

各级领导机关要真正放下架子、扑下身

子，改进作风，想官兵之所想，急官兵之

所急，勿以事小而不为，从重视解决每一

个小问题入手，积极主动为基层排忧解

难。毕竟，对基层官兵来说，再小的问题

可能都是大问题。

别把小问题拖成“老大难”
■袁梓杰 杨李立

“排爆分队，投弹场出现一枚哑弹，
请迅速前往处置！”对讲机里话音刚落，3
名头戴钢盔、身着防弹衣的排爆员，就携
带排爆器材快速赶来。

看到张新顺冲在最前面，大家像吃
了一颗“定心丸”。

2007年入伍的张新顺，已铆在工兵
排爆岗位 10多年，对手榴弹实投出现哑
弹的情况早已应对自如。只见他娴熟干
练地绑好简易起爆体，然后匍匐在地，缓
缓靠近哑弹，引燃、起身、跑回掩蔽体。
“轰”的一声响，哑弹被顺利排除。
张新顺是第 73 集团军某旅合成四

营支援保障连的一名四级军士长。提起
他的名字，或许有人想不起是谁，但说起

“排爆专家”，大家都会恍然大悟，眼前闪
现出一个身体壮实、脸庞微黑的大个子。
“排爆是个危险活儿，但这既然是我

的本职工作，我就不能胆怯退缩。”张新
顺说到做到。

一次实投，因为紧张失误，一名新兵
投出的 TNT炸药块弹进了战壕里的炸
药箱。一整箱炸药，一旦被引爆，后果不
堪设想。时任安全组组长的张新顺，一
个箭步冲到箱前，抓起导火索哧哧作响
的炸药块，使劲扔了出去。

这不是他第一次直面危险。在另一
场演习中，为避免装备受损，他徒手将已
经点燃引信的炸药搬离排雷通路。

编制体制调整后，张新顺从工兵营
地雷爆破连调整到合成营支援保障连。
合成营兵种多，使用的弹种同样不少，张
新顺迎来新挑战。他主动学习了解各个
兵种的武器弹药知识，还因陋就简自制

了很多排雷工具：细长的小铲子、铁皮材
质的“宝剑”、带长柄的毛刷……这些外
人看来极为普通的物件，在他手里却成
了“独门利器”。

一次，某施工现场发现一枚疑似弹
药的物体。大家不敢轻举妄动，便请来
张新顺。驱散人员后，张新顺先是仔细
观察，然后用自己的“独门利器”一点点
清除泥土和锈迹，最终辨认出该物体只
是某型榴弹外壳残片。
“每次执行任务都要直面生死，你不

害怕吗？”有人问张新顺。
“这是我的职责，我必须得上！”张

新顺的回答掷地有声。

一句话颁奖辞：排爆考验的不仅是

技术，更是勇气。一个把直面生死写进

岗位职责里的人，才能在危险面前淡定

地说出“让我来，我先上”。

“这是我的职责，我必须得上”
■林蒋杰 郭 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