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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之声

士兵日记

推动十九大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
⑩创新方式方法 切实撬动心灵

新思想领航新时代，新目标开启新征程。对于
基层官兵而言，真正学懂弄通做实十九大精神，是
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

马克思主义什么时候停止了大众化，什么时候
就在大众那里停止了生命。生动鲜活的语言、喜闻
乐见的形式，是增强理论吸引力感染力的重要保
证，是推进理论大众化的内在要求。实践证明，教

育者只有摒弃简单说教的路数，真正用通俗化的语
言、形象化的手段讲好理论，党的创新理论才会走
进官兵的心田。

本期策划，我们走进基层部队，看各单位如何
紧密联系实际，创新教育方式手段，拓宽教育渠道
平台，真正掀起一场群众性的“大学习”，让十九大精
神在官兵头脑中落地生根。 ——编 者

10月 31日，第 76集团军某旅勤务
连中士贺国庆打开自己的微信朋友圈，
惊诧地发现竟被一款名为“学习十九
大，永远跟党走”的H5小游戏刷了屏。

按捺不住好奇心，贺国庆迅速点开
链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十九大精神
知识竞答，AreYouReady！”进入游戏
一路闯关，“八个明确”“十四条坚持”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等知识点一应俱
全，文字、声音、画面构成的场景瞬间让
人眼前一亮。

“前不久中央媒体客户端推送的
‘军装照’H5小游戏，刷爆了大家的朋

友圈。8个多亿的浏览总量，说明 H5
这种新潮的互动式学习方式深受大家
青睐。”这款“学习十九大，永远跟党
走”H5小游戏开发者、该旅中士王佑
年介绍，十九大召开的时候，他就每天
在网络上搜集素材，及时将大会新闻
资讯、代表热议、权威解读等内容做成
H5网页，通过旅里的微信公众号第一
时间推送出去，确保官兵保鲜阅读。

说话间，王佑年向记者展示了他制
作的“解读十九大报告关键词”H5网
页。只见他手指轻滑，十九大报告中涉
及人民生活、军队建设等多个领域的新

提法、新概念一览无余，醒目的关键词、
详实的内容，都被呈现在长条形、扇形、
浮雕型图表上，配以不同颜色。原本枯
燥的数据变成立体的图形，很多实景都
被一一呈现。

“这种新载体让报告的重点内容很
直观地呈现出来，让我一下记住了十九
大报告的关键词！”旅通信值勤连上等
兵孙晓曼平日里担负机房话务值勤任
务，好几次没赶上集中学习。今天值勤
结束一回来，她便打开公众号推送的
H5小游戏，一路闯关答题，学习大会精
神。她将自己的“战绩”分享至朋友圈

后，不到半小时，又有 30多位战友转
发、点赞、答题。分散在不同营区、执行
不同任务的官兵，都同孙晓曼一样，在
数字终端实现了兵撒百千点、学习一网
牵的“全覆盖”。

“在闯关 PK的乐趣中学习，我可
以更好地学习掌握十九大精神，真是
双击 666啊。”贺国庆答题完毕后，看着
自己 96分的“战绩”，高兴地转发到了
朋友圈，配上四个字“不服来战”。记
者了解到，如今这个旅的官兵一有时
间就在朋友圈里“打卡”晒“战绩”，看
谁学得好！

一路闯关一路学
■段 青 杨 磊 本报特约记者 相双喜

“这样的方式学报告，不仅学得灵
活、记得清楚，而且悟得更透彻……”11
月 1日，东海舰队某岸导团礼堂前，一
场以“学深报告、悟透精神、融入实践”
为主题的漫画展正在火热进行，30余幅
围绕十九大报告中一系列新思想、新论
断、新提法、新举措制作的漫画作品，赢
得官兵纷纷点赞。

“创作的过程，是一个学习报告的过
程，也是一个心灵激荡的过程。”漫画的
主创者、大学生士兵、上等兵张祥介绍
说，党的十九大召开前，他们就接到团里
下达用漫画解读十九大报告的任务。为

把每一个道理都说得明白，把每一幅漫
画都画出意境，他和其他 3名创作小组
成员第一时间原原本本学习十九大报
告，并多次和团里理论学习骨干一起讨
论，研究碰撞创作思路。

创作出第一稿漫画后，他们又邀请
十九大代表、该团技术营营长温国良指
导，对漫画作品进行修改完善。“这幅漫
画前后修改了 8次。”顺着张祥手指的
方向，记者看到，漫画《奋进新时代》中
一名身着水兵服的海军战士走在“党的
创新理论”的道路上，高举一面鲜红旗
帜，上面写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在漫画下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真理之光照
亮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等简单明了的
几句话，对创作的理论观点做了介绍解
读。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
强。在《勇做时代的弄潮儿》漫画作品
前，10余名大学生士兵围着蒙古族上等
兵齐建平展开讨论，“十九大报告中的
重要论述，寄托了习主席对青年一代的
关怀和信任。作为青年官兵，就是要志
存高远，脚踏实地，为全面建成世界一
流军队奉献青春和力量。”齐建平的一

席话得到大家一致认可。
“一幅漫画一个理，一组漫画一堂

课。”陪同参观的该团政治工作处主任
任刚告诉记者，把漫画引入政治理论学
习是该团传承了近十年的好做法，这次
他们不仅延续了以前的做法，还注重采
取微信、DV、客户端等新手段把这些寓
理于画、寓理于乐的漫画进行二次传
播，让官兵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深化对
十九大报告的学习理解。

展览现场，张祥兴奋地告诉记者，
他下一组漫画的主题就是“军营刮起最
炫学习风”……

一组漫画一堂课
■本报特约记者 代宗锋 通讯员 梅云龙

“脚踏着前进的征程，我们是新时
代革命军人。初心永不忘，使命在战
场……”11月 1日，第 75集团军某旅
新兵营歌声回荡，新战士许孟婷创作
的十九大学习曲目《初心》，一经推出
就受到了官兵热烈追捧。“旋律朗朗上
口，听几遍就能记住，歌词简单质
朴，哼几回就已经印在脑海。”新兵排
长唐宁学会歌曲后，正利用休息时间
带着排里的新战士学唱。

“这首歌的词曲都出自我们班的许
孟婷，她可是音乐表演专业出身，平
日班里总是回荡着她的‘民谣嗓’。”
谈起许孟婷，同班战友蒋瑞眼里跳动

着骄傲的光芒。
“党的十九大召开以后，旅里第

一时间发动我们开展主题剪纸、主题
漫画、朗读者等活动，掀起了学习十
九大精神的热潮。看着大家都拿出了
自己的绝活，我也尝试着发挥自己特
长，为学习十九大精神添砖加瓦。”
听到战友的夸赞，许孟婷腼腆地介绍
道。

“可创作的过程没有想象的那么轻
松。”许孟婷回忆，党的十九大闭幕当
天，她就连夜用文言文创作出主旋律
歌曲 《言说十九大》，可近 300字歌词
的“巨作”却无人问津。

在教导员刘斌的帮助和鼓励下，
许孟婷带着问题又一头扎进创作中，
文言文变成了骈句体，拗口词变成了
押韵句，但这次仍未得到大家认可。

“当时我都快放弃了。”说起反复
修改仍 get不住官兵“痛点”的过程，
许孟婷脸上写满了委屈。正当山重水
复疑无路时，“你创作歌曲的初心是什
么？”学习交流中，政委郭刚的一句话
点醒了梦中人。

一首打动人的歌，首先要能引
起听者共鸣。为此，许孟婷专门把
十九大报告原文制作成小册子带在
身上，一有空就反复研读，寻找用

兵言兵语唱响十九大的初心；课余
饭后她与战友一起讨论，寻找战友
们喜爱的旋律与歌词。

经过反复雕琢，新出炉的民谣歌
曲 《初心》 一经播放，便迅速在官兵
中传唱开来。许孟婷感慨万千：“只要
真学进去，真正走进战友中间，聆听
战友心声，就能找到创作的初心。”

“一曲民谣寄托官兵一片深情。”
聆听着朗朗上口的歌声与旋律，郭政
委介绍道，他们将趁热打铁，继续推
出微电影、微动漫、微广播，以喜闻
乐见的方式手段帮助官兵切实学懂弄
通十九大精神。

一曲民谣一片情
■宝斯议 陈 亮 本报特约记者 黄金建

最近，一首外国小哥点赞十九大的
Rap视频在微博上“火”了。视频中两
个洋歌手举着自拍杆，骑着小黄车，用
一种让人一看就停不下来的节奏，魔幻
说唱他们眼中的十九大和中国日新月
异的变化。由于形式新颖，内容通俗易
懂，被广大网友疯狂打“call”。

习主席在出席军队领导干部会议
时强调，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关
键要实。当前，90后青年官兵已成为
基层建设主体，他们思想活跃，视野开
阔，民主意识强，对许多事物都有着自
己独立的思考与判断，不喜欢因循守旧
的学习方式。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必
须创新方式方法，找准 90后官兵的关
注点、兴奋点，把“官方话语”转换成“兵
言兵语”，将“基本原理”还原成“常识道
理”，使十九大精神真正走入兵心，取得
实实在在的成效。

进入“朋友圈”，方能入“心坎”。“讲
课像讲话，谈心像训话，说理空对空，难
以听进去……”看到政工网上战友的留
言，我深受触动：宣讲教育不仅是阐述
理论，更是心与心的交流。只有与青年
官兵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地交流谈
心，用战友之情温暖彼此、赢得信任，才
能做到情为理之基，理为情之帅。不改
掉说教腔、放下身段，别说“走心”，就是
进入官兵的“朋友圈”都不容易！

理论接地气，才具生命力。革命战
争年代，毛泽东为农民讲述中国社会各
阶级的分析时，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多层
的塔，来说明最下层的是谁，压在他们
头上的是谁。实践证明，说理越形象，
越容易理解和传播；理论越是接地气，
越具有生命力。

过好网络关，学习有活力。青年官
兵善于借助网络新媒体、移动客户端、

即时通讯工具等渠道全方位多角度学
习解读十九大精神。在政工网的“学习
贯彻十九大精神”专栏上，这群90后官
兵迫不及待地晒出个人学习计划，建立
学习记录本，把增强素质、提高能力的
目标具体化；对照目标找差距，激发出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内在动力。

“你若端着，我便无感。”如果一味居
高临下地“端着”，结果只能使宣讲内容

“空打转”。如果变为“你若懂我，便是晴
天”，相信则会是另一番天地、另一种气
象。

你
若
懂
我
，便
是
晴
天

■
罗
词
凤

“时间到，3号选手在规定时间内未
给出完整答案，扣20分……”今天，知识
竞赛时的场景在我脑海里频频回放，可
想再多也改变不了我倒数第一的成绩。

上周五，营里通知要组织“学习十
九大精神?一站到底”知识竞赛。平时
自己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就是“一站到
底”，早就想过把“战神”瘾，于是第一个
报名参加，并顺利通过预选。接下来几
天，我把连队所有关于十九大精神的资
料收集起来，每晚把自己关在学习室刻
苦背记知识点。

今天下午，“一站到底”正式开战。“二
〇三五年”“本世纪中叶”“中国特色强军
之路”……场上选手争先恐后举手抢答，
战友们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经过必答、
限时速答、分组对抗三个环节后，我的得
分暂时位列第一，尽管只比第二名高了5
分，但我相信“战神”非我莫属。

“最后一轮比赛为风险抢答，按照

规则，这道题分值为20分，由大众评委
决定加分或扣分！开始抢答……”主持
人刚说完，我毫不犹豫按下了抢答器。

“十九大报告里提到‘到本世纪中叶
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你
认为‘一流’的标准是什么？”题是抢到
了，可听主持人念完题，我的心凉了一大
截：糟糕，这是道开放题，没背过呀！顿
时，大脑直接“恢复出厂设置”，豆大的汗
珠顺着脸庞流下来。“我理解的是……”
磕磕绊绊没说几句我就被“嘘”下了台，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比赛结束后，我试着把这个题目发
到政工网论坛、微信学习群。几小时后，
就收到跟帖、评论几十条，战友们结合自
身岗位说得有理有据、头头是道。我也
明白了，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并不是为
了比谁记得多、记得熟，关键在于真正理
解。下次比赛，我一定会一战到底！

（高思峰、徐敏庆推荐）

下次比赛，我一定会一战到底！
■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营上等兵 王 喆

提到尹翔凤，东部战区陆军某船舶
运输大队的官兵无不竖起大拇指。计算
机本科、心理学硕士、政治工作学博士，
持有国家计算机三级、心理咨询师二级
证书……尹翔凤一直是战友眼中的“多
面手”。

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尹翔凤主动请
缨担任大队理论宣讲小组组长。科班出身
的她，立志做一名“大厨”，为官兵们烹调

“生、鲜、活”的美味“学习大餐”。
“不能用‘老套路’走进新时代”……

在理论宣讲小组例会上，她这样动员大
家。

说干就干。她指导基层理论骨干
备课宣讲，建立“领航?起航?远航”
微信群，精选并推送主流媒体和微信公
众号发布的内容，为大家制作一道道

“主菜”。
“抢答两点半，大家比比看，3，2，

1，Let’sGo！”随着冲刺状的动图“Go”
出现，抢答信息眨眼间就刷满屏幕。

“耶，我抢到了！”“哎，差一点，老铁们

手速 666啊！”每天傍晚，尹翔凤组织的
10分钟“抢答两点半”活动时间，战士
们总是准时守候在手机前积极参与。

丰富的内容、深度的解读、悦目的
配色、优美的字体……每天，尹翔凤会
用 PS软件把党的十九大精神相关知识
点，制作成“每日一句”“每日一问”“每
日一词”“每日一
评”电子卡片；将
自 己 的 所 学 所 思
所想制作成“博士
开 讲 啦 ”电 子 卡
片 ，定 时 推 送 到

“ 领 航?起 航?远
航”微信群，供战
友随时随地浏览，
被 大 家 视 为 不 可
多得的“正餐”。

战 友 们 称 赞
说 ， 这 样 的 理 论
学 习 有 意 思 有 味
道 ！ 每 天 打 开 微

信群，学习像是开 party！诙谐网语、
趣味斗图、激烈抢答，有声，有色，
更有料！

一句话颁奖词：这个博士不简单，天
天为兵“烹”大餐；有声有色又有料，引得
入脑又入心！ 周 超摄

博 士 开 讲 啦
■赵 松 陆兰兰

小咖秀

11月3日 星期五 晴

一线直播间

连日来，第71集团军某旅官兵以多种形式掀起学习十九大精神热潮。图为该旅防空营“青春飞扬”乐队演唱原
创歌曲《拥抱新时代》。 李长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