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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下旬，河南省博爱县人武部领导来到烈士鲁朋飞家中看望，并组织民兵清扫积雪、打扫院子。2015年 5月 13

日，鲁朋飞在一次飞行训练中，飞机发动机突发重大故障，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他与教员果断改变飞行航线，驾

驶故障机避开人口密集区，后因飞机高度过低，无法跳伞，鲁朋飞和战友一起壮烈牺牲，年仅 22岁。 杜 泳摄

临近年终，省军区系统组织机关蹲点人员沉到基层

一线，学习基层、了解基层、帮带基层，摸到真情、得到真

知、赢得真心，同时也蹲出了活思想，蹲出了好作风，蹲

出了战斗力。山东省军机关干部全部沉到海防一线，住

班排、摸实情、解难题、传帮带，与基层官兵打成一片；安

徽省军区紧紧扭住战备训练大考还有哪些短板弱项这

个着力点，组织蹲点干部集中攻关，助力基层提升战斗

力；云南省军区机关干部则将身子扑到老少边穷地区，

支教助学，为孩子们圆梦、让乡亲们展颜，欢声笑语响彻

彩云之南。

如何与基层官兵打成一片？山东省军区蹲点干部真切领悟———

身入更要心入
■于 杰 吕建立 本报记者 熊永岭

11 月下旬，胶东半岛，气温骤降，
山东省军区 19 名机关干部顶风冒雪深
入海防一线，住班排、摸实情、解难题、
传帮带，与基层官兵打成一片。
“身到，先要心到”，这是省军区对

下连当兵锻炼的机关干部的要求。
在某海防团海防一连，前来当兵锻

炼的作训处参谋魏雅雄，肩上背着一个
大背囊，胸前抱着一个大箱子：“这是连
队急需的火炮训练器材箱，我一起带来
了。”

原来，魏雅雄下连前专门打电话了
解连队需求。当得知连队火炮训练器材
老旧，有的已无法使用时，他就给连队
“私人定制”了一份。

一周后，魏雅雄又盯上了连队的步
枪射击。他发现，连队步枪射击组训方
法简单，训练成绩优秀率虽高，却与实
战化要求有差距。他向全连官兵介绍了
“盲射法”“肌肉记忆训练法”等先进射
击方法，还结合连队任务特点，为连队
设计了一套贴近实战射击训练方法，让
大家耳目一新。

通过独木桥、爬过铁丝网、跨过壕
沟……在战术训练场上，寒风夹杂的雪
花，魏雅雄与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

下连当兵，与战士“五同”一样不能
少。对第一次在船艇上当“兵”的自动化
站工程师李波来说，着实是一个挑战。
JD105 艇长王学鹍介绍说，当兵第一

周，李波的脑袋就被碰出两个大包。
记者在船艇上看到李波正与战士

们在宿舍里谈心。只见不到 6 平方米的
船舱内，摆放着 6 张床铺、1 张桌子等
10 件生活物品。床铺只有 80 厘米宽、
平躺着，肩头就探出了床外……
“上船当兵，让我亲身体会到船艇

的辛苦、战士的可爱。”李波告诉记者，
当兵第一天，105 艇就接到紧急出航任
务，由于海上风浪较大，船艇一会儿被
推到浪尖，一会儿又迅速跌落下来，左
右摇摆近 20 度。李波胃中如翻江倒海
般难受，但看到身边的年轻战士们个
个目光炯炯镇静自若，便咬着牙坚持
在战位上。

“李波，有船艇水兵的样子！”谈到
李波，艇上官兵竖起大拇指。如今，李波
已经完全适应了船艇生活，一身油、一
身汗、一身盐，忙得不亦乐乎。

蜕去“官气”，多沾“兵味”。在炮兵
三连当兵的营房处助理员董梦寒告诉
记者，只要放下架子，诚心诚意地与战
士交朋友、为基层解难题，战士们自然
也愿意跟你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

其实，刚下连队时，董梦寒很孤单，
战士们都躲着他，即使坐到一起也常常
是说不到一块儿。董梦寒十分苦恼，如
何才能走进战士心中？不久，他发现战
士们非常喜欢看《出彩中国人》《挑战不
可能》等电视节目，董梦寒灵机一动：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明星梦”，何不拿这个
当切入点，敲开战士的心扉？说干就干，
董梦寒向连队建议利用“‘双十’思想政
治教育阵地”，打造官兵身边的“军营明
星”，并和战士们一起筹划、设计，很快
跟战士们打成一片。

谈起这次下连当兵锻炼的感受，
省军区 19 名机关干部都不无感慨：
“睡兵铺、吃兵饭、闻兵味，与战士们
零距离接触，让我们重新找到了一个
兵的好样子。”

还有哪些短板弱项？安徽省军区蹲点干部帮带有力———

逐个对表补齐
■张 锋 本报记者 周海良

11 月 30 日，安徽某预备役团预备
役军官年终大考爆出冷门：战术标图、
作战计算等课目优秀率均突破 90%。

该团团长彭杰鸿高兴地说：“这得
益于省军区机关干部蹲点帮带有力。”

11 月初，省军区机关抽调精干力
量赴基层蹲点。作训处副团职参谋唐泊
到该团蹲点的第一天，恰逢该团组织战
备拉动演练。当接到防暴恐袭击情况通
报后，3 支应急处突分队齐装满员按时
到达指定地域。然而，细问其担负什么
任务、携带哪些装具、如何战术分组，却
没有几人能说出子丑寅卯。

内行看门道。唐泊发现，一些预备役
官兵人到心未到，没有进入打仗状态。

假如实战，胜算几何？团长彭杰鸿
摊开近 3 年考核成绩统计图，指着一条
条平滑红线说：“红线以下的，都是‘硬
骨头’，年年突击强化，年年变化不大。”
政委陈新补充说：“班子成员人人准备
1 至 2 个重难点攻关课题，然而在哪动
刀子、如何发力却摸不准，难以跳出基
层的局限。”

带着问题，唐泊蹲到该团，同上训
练场，同找战斗力短板。唐泊发挥指挥
技能专业特长，就作战计算原理、任务

等进行授课辅导，反复讲明“战场没有
标准答案，打胜仗才是硬杠杠”的道理。
他还建议团党委邀请院校专家、兄弟单
位训练骨干传经送宝，组织针对性训练
比武，着力提升参谋人员“五会”能力。
协助团队组织模拟开放式考试，突出灵
活运用、随机处置、临场发挥，激发大家
运用最强大脑，调动全部所学，考出综
合素质，考出真实水平，使得首长机关
指挥技能、营连战备建设以及组训施训
方法得以创新突围。

在机关夜校练兵中，该团作训参谋
孙雪松绘制战术标图被大家公认“最漂
亮”，想请唐泊点评，没想到却被他泼了
一盆冷水：“你这战术标图耗时太长，精

力花在美观整饰上，没有充分考虑到要
素全不全、效率高不高。战斗打响，慢枪
难敌快枪！”

省军区司令部参谋张建波来到宁
国市人武部蹲点，他发现该市基层武装
部战备规范化建设资料齐全，但翻开细
瞅，仍能发现“张冠李戴”的现象。

为此，张建波结合该人武部“濒水防
汛、靠山防火、临震防震、矿区救援”等任
务实际，参与指导对 32个战备方案、29
类情况处置预想预案进行修订会审，使
得各类应急方案预案更加精实精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针对人人
武部“四会”教学骨干缺乏，张建波主动牵
线联系省军区教导大队“金牌教员”、省军

区内部专业训练尖子，指导编撰优质教
案，分享组训施教经验。同时，他们协调
争取军地优质资源，配齐军民通用和专
业救援装备器材，夯实应急应战基础。返
回机关后，张建波接到该人武部的喜讯：
部里参加上级考核，全部课目优秀。

今天的操场连接着明天的战场。前
不久，皖西地区普降雨雪，某预备役团、
宁国市人武部趁机组织练兵强兵活动，
动员集结 6 支预备役建制连参与应急
救援行动，从接受任务、请领装备到编
队登车、落地行动，一个过程考比拉练。
与以往相比，部队行动更快、任务方案
更明、指挥控制更灵，大幅度提升了遂
行实战化任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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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后的云南，气温已开始走低。11
月 23日上午，在泸水县人武部蹲点的怒江
军分区政委叶平，迎着寒风又一次徒步来
到地处高黎贡山深处的上江镇丙奉村，走
访军分区在该村开展的“1+1”助学活动。
“孙女的学习都好吧？”来到村民熊

自清家，叶平顾不上休息，一进门就与
熊自清一块儿剥起了玉米。熊自清今年
78 岁，前些年两个儿子和儿媳不幸逝
世，留下了熊秀梅、熊秀华两个正在上
学的孙女。在“1+1”助学活动中，军分
区政治部主任尹科皓和副主任向文分
别与熊秀梅、熊秀华结成对子。
“孩子们学习都好，今年玉米也大

丰收！”熊自清拿起一个饱满的玉米乐
呵呵地对叶平说。期中考试，上初一的
熊秀梅和上小学三年级的熊秀华成绩
都排在班里前 10 名，更让熊自清高兴
的是，军分区请技术人员为他家的山地
测土配方，选购了新品种玉米。虽然今
年上半年雨少，土地干旱，但玉米却比
往年收得还多。剥了一会儿玉米，熊自
清带着叶平沿着一条崎岖的山路来到
一片山林，指着树林下种着的草果说：
“这是去年你们派人来帮我种下的，再
过一年就会结果了。”

丙奉村全村 1148 户中有 712 户生
活在贫困线以下，村民没有稳定增收产
业，人均年收入不足 2000元。去年初，叶
平到该村蹲点调研，了解到贫困村民较
多、适龄儿童辍学问题严重。随后，在他的
建议下，军分区建立了机关团以上干部与
村里贫困学生“1+1”的资助机制，在资助
贫困学生的同时，还主动与村民共寻致富
之道，帮助村民购买到玉米、土豆等良种，
还发展了草果、砂仁等林下经济。

在寻甸县七星镇小学，昆明警备区
开展的“爱心联盟”活动已持续了 15年。
11月 24日上午，在寻甸县人武部蹲点
的警备区政委方兴国又一次来到七星镇
小学，看望他资助的五年级学生胡俊冉。
“又长高了！”看着比 3个月前个头又猛
了点的胡俊冉，方兴国特别高兴。

11月 24日，正在盈江县人武部蹲点
的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伟，专程来到盈江
八一爱民小学调研了解。2010年盈江地震
后，省军区筹资 200多万帮助该校新建了
教学楼、添置了教学设备，并安排有特长
的官兵到学校担任“校外辅导员”。

刘伟告诉记者，一直以来，省军区
部队以“希望工程”为纽带，热心支持边
疆少数民族教育。从 1979 年开始，他们
针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基础设施
薄弱等实际，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援
建希望学校及完善教学基础设施的行
动，先后援建了麻栗坡帐篷小学、松林
八一爱民小学等 69 所中小学，使 158
万中小学生走进宽敞明亮的教室。

11月份，广西北海军分区机关干部深入海岛某部蹲连住班，他们扑下身

子，放下架子，通过扎实的作风让官兵敞开心扉，收集了一批助力军分区全面建

设的真知灼见。图为蹲点干部与连队官兵一起参训。 蔡天焱摄

写 在 前 面

解放军报社新闻函授中心招收第 26期学员
注重学以致用·加大辅导力度·提高刊稿比率

解放军报社新闻函授中心以帮助
基层部队培养新闻报道骨干，为新闻
写作爱好者成才搭桥为办学宗旨。从
今日起，函授中心招收第 26 期学员。

本期教学采用权威部门和资深教
授编写的新闻写作教材，此教材经过
近几年使用，普遍反映具有实用性和
可操作性；《解放军报》每周半个版或
一个版刊登新闻函授作品，每月一期
《解放军报函授月刊》（8 版），充分保证
学员作品有较大的辅导面和点评机
会；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扩大学员作品
的刊登渠道，使每个学员都学有所获。

一、 招生对象：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院校学
员、人武干部、预备役官兵、民兵、退伍
军人。

二、报名方法：

（1）报名时请填写姓名、性别、年
龄、文化程度、职务、单位、通信地址、
邮编等个人信息，连同报名者本人 1

寸免冠照片 2 张，一并寄函授中心。
（2）报名的同时从邮局汇学费 380

元（切勿在信封中夹寄）。
（3）集体报名的单位请按报名要

求分项填写名册，全部学费由单位统
一邮寄。
（4）函授中心收到报名信函和学

费后，即办理入学手续，同时发给教材
和解放军报社函授中心统一印制的
《实习采访证》。

三、报名时间：

从即日起到 2016 年 3 月 31 日。
四、教学内容及办法：

（1）本中心以新闻采写知识和方
法为主要教学内容，聘请军内外有影
响的教授、编辑和记者辅导教学、编发
稿件、解答问题。
（2）为学员及时寄发新闻写作教

材和新闻业务辅导书籍。
（3）每月向学员寄发一期《解放军

报函授月刊》。

（4）《解放军报》开辟"新闻函授"专
栏，每周半个版或一个版刊登学员的
新闻作品。
（5）学员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可以

给函授中心写信询问，函授中心选择有
代表性的问题在《函授月刊》集中解答。

五、学制和结业：

（1）学习期限为一年（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
（2）学习期间，函授中心通过对学

员的学习、完成作业和稿件采写情况
进行考查，期末发给结业证书。
（3）成绩特别优异者，由函授中心

教务部评为优秀学员，除发给优秀学
员证外，其名单在《解放军报》和《解放
军报函授月刊》公布。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

街 34号

收信人：解放军报社新闻函授中心

邮编：100832

电话：（010）66720588，68529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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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集体报名的单位请按报名要

求分项填写名册，全部学费由单位统
一邮寄。
（4）函授中心收到报名信函和学

费后，即办理入学手续，同时发给教材
和解放军报社函授中心统一印制的
《实习采访证》。

三、报名时间：

从即日起到 2016 年 3 月 31 日。
四、教学内容及办法：

（1）本中心以新闻采写知识和方
法为主要教学内容，聘请军内外有影
响的教授、编辑和记者辅导教学、编发
稿件、解答问题。
（2）为学员及时寄发新闻写作教

材和新闻业务辅导书籍。
（3）每月向学员寄发一期《解放军

报函授月刊》。

（4）《解放军报》开辟"新闻函授"专
栏，每周半个版或一个版刊登学员的
新闻作品。
（5）学员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可以

给函授中心写信询问，函授中心选择有
代表性的问题在《函授月刊》集中解答。

五、学制和结业：

（1）学习期限为一年（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
（2）学习期间，函授中心通过对学

员的学习、完成作业和稿件采写情况
进行考查，期末发给结业证书。
（3）成绩特别优异者，由函授中心

教务部评为优秀学员，除发给优秀学
员证外，其名单在《解放军报》和《解放
军报函授月刊》公布。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

街 34号

收信人：解放军报社新闻函授中心

邮编：100832

电话：（010）66720588，685290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