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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兵营里上演现实

版“变形记”

坐上驶向营区的大巴车，李俊达有
些后悔了。抵达部队驻地已是深夜，在
漆黑的夜里看见营门口灯光下戒备森
严的哨兵，李俊达突然觉得“像只小鸟
被装进笼子里”。

随后，面对陌生的环境、紧张的
训练，李俊达更加不适应：训练中，班
长的口令下达两三秒，他才反应过来
做动作；给家里打电话，他三番五次
要回家。

反应强烈的，还有郭真。这个大
专生入营没几天就在电话里向父母
诉苦：“每天一起床就心里压抑……”

李 俊 达 和 郭 真 的 情 况 不 是 个
例。新训之初，该旅的一次调查显
示，今年的兵员在文化、身体素质等
方面都有所提升。与此同时，一些影
响他们扎根军营的情况也值得关注：
崇尚个人主义，团队意识欠缺；从小
生活无拘无束，纪律观念淡薄；一些
单亲家庭的新战士，心理上显得有些
敏感……

他们能成长为好兵吗？
新训两个多月后，新兵郭真给出了

自己的答案。如今，他不仅各课目训练
成绩达标，而且对即将到来的下连生活
充满乐观：“连队的训练肯定更苦，但肯
定更有兵味儿！”

改变郭真的，是对他“三帮一带”
的新兵王源。当得知王源是二次入
伍时，郭真既惊讶又钦佩。之后的
一次 3 公里跑训练，落在最后的郭真
被王源一路推着跑到终点，第一次
跑进了及格线。那一刻，看着眼前
这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战友，郭真
下定决心：既然来了，就要珍惜机会
当个好兵。

李俊达和大学生士兵何俊锋结成
了帮带对子。何俊锋每天都耐心地开
导他，还给他讲习主席年轻时在陕北梁
家河插队的故事。没想到，变化悄无声
息地发生了。在战友开导下，李俊达给
自己定下了过想家、思想、苦累、训练
“四大关”的目标。

“这种现实版的‘变形记’不是一
例两例，怕苦、想家、训练偏科等新
兵身上的不少问题都在战友帮带中
得到了解决。”该旅新训负责人李培
珍介绍，“三帮一带”活动的开展打
牢了新兵的思想根基。

老传统如何与年轻

的心产生化学反应

7个新兵，4人训练成绩全连垫底。
新训一展开，五班班长朱磊直发愁。

不过，他没有灰心。通过日常观
察、个别谈心，朱磊摸清了每个新兵的
家庭情况、个人爱好、素质基础和成才
愿望，然后按照“强弱搭配、相对固定、
动态调整”的原则，在班里建立了 3个
“三帮一带”小组。

两个月下来，3个“三帮一带”小组
好比催化剂，“催化”着五班发生一系
列变化：班里 4个偏胖的新兵 3人平均
减重 20 斤，3 人达到军事训练全能标
准……

有着 50多年历史的“三帮一带”传
统，为何依然能与一颗颗年轻的心产生
“化学反应”？朱磊认为，这项活动号准
了当前新兵表现欲强，既渴望积极进取
又自尊敏感的“脉搏”。

当初，看到朱磊面临的难题，新兵
连指导员陈波也曾靠上去帮助他做新
兵的思想工作。道理讲了一箩筐，效果
并不好。他分析说，自己也是从新兵过
来的，管理者讲得再动听，新兵也未必
能听进去，但如果换作同年兵就不一样
了，听得进去，还管用。
“相仿的年龄，同样的起跑线，互帮

互助很容易激起比学赶超。”新兵班长彭
阳松已是第 4次带新兵了。他发现，现
在的新兵入伍前经历丰富，特长爱好多，

而且从上学开始就处在一种竞争的环境
中，“光看着别人进步，是谁都会急”。

从最初体能较弱需要别人帮带，到
现在帮助同年兵崔浩训练体能，新兵张
鑫鹏觉得，受到战友的帮助很温暖，帮助
战友则很有成就感，这里面更多的是“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团结。
“慢慢就会感到什么是战友亲兄弟

了。”和该旅 44%的新兵一样，郭徽是个
独生子。帮带过程中，这个成长路上习
惯了独自解决问题的小伙子发现，原来
“当你有困难时有人会真诚帮你，犯错
时会有人给你指出来”，而不是受挤对、
遭排斥，甚至被嘲笑。

人人都在帮带中，个个都在关爱
里。有新战士说，257个“帮带小组”就
像 257个温馨的小家庭，“这种温暖的集
体互助，是从小到大都没有体会过的”。

互助前行的“兵之

初”呼唤更多新创举

寒风凛冽，新训即将结束，“三帮一
带”活动成效明显，但也有一些帮带小
组里的热情似乎随着气温在骤减。

新兵于吉汝入伍前爱玩游戏，身体
素质较差。组建“三帮一带”小组时，班
长张志飞把基础较好的新兵杨智淞和他
安排在了一个小组里。杨智淞入伍前是
个手游高手，和于吉汝聊得来，在他的帮
助下，于吉汝的单杠成绩进步明显。

然而，出了成绩后，杨智淞有点飘
飘然，帮带的责任心明显减弱。怎么

办，这时候谁来帮带“帮带者”？张志飞
意识到，需要针对新时期士兵特点创新
激励机制。

前不久，班长占金阳准备结合实际对
“三帮一带”小组进行调整，却连碰了好几
个“钉子”。有的新兵觉得以前的小组挺
好不愿调整，有的新兵自尊心强明确提出
拒绝帮带。这是为什么？占金阳觉得，不
少新兵对这种互助的意义认识还不够。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三帮一带’

也不是万能钥匙。”该旅政委朱德彬坦
言，面对新时代士兵身上的一些新特
质，帮带活动既要传承更要创新。

坚持问题导向，该旅党委和新训骨
干一起，结合新兵入营两个多月来的情
况，对如何深化“三帮一带”活动成效进
行了一番探索。

接连好几堂教育课，各新兵连指导
员都客串旅史“解说员”，讲解“三帮一
带”活动的由来和一个个感人的官兵互
助故事。前不久，一等功臣陈东林和几
名训练标兵还走进新兵连，分享成长故
事，鼓励新战士用好互助平台快速成才。

与此同时，有的新兵连开始探索把
“日记录、周讲评、月评比”引入“三帮一
带”活动，给帮带成效建立一本“明白
账”。还有的新兵连尝试将帮带优秀个
人和小组纳入新训工作评优评先范围，
激发官兵的热情动力……
“时代是最大的实际。”朱德彬说，

该旅“三帮一带”活动开展 50多年来，影
响了不同年代的一茬茬官兵，贯穿于每
个官兵不同阶段的军旅，它的魅力从来
都不在于简单的结对子，而在于摸准每
一代官兵的“土壤特性”，把团结友爱的
种子播下去。

加油！互帮互助往前走
——第82集团军某旅发扬“三帮一带”传统增强新兵思想工作实效

■王龙刚 侯军强

前不久，一段“主持人董卿跪地

采访”的视频赢得众多点赞。节目

中，董卿3次跪地采访坐在椅子上的

翻译家许渊冲，以平视的角度与老人

交流。有网友评论说，平视是最具亲

和力的交流“视角”。隔行不隔理，

带兵人要增进与新战士的交流和理

解，做好新兵思想工作，平视又何尝

不是一种颇具魅力的“视角”。

这些年，随着互联网和社交网络

的发展，传统的话语体系重构，“网

生代”官兵对于“平视”有着特殊的

需求。然而，一些带兵人习惯了“我

说你听”、居高临下，用老眼光打量

新时代的官兵，以致发出“现在的兵

越来越难带”的感叹。

不同的视角，会有不同的心态，

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如果带兵人善

于平视，或许就能看到所谓“问题”

的另一面。

善于平视，就能避免对新时代官

兵的偏见。今天，官兵思想观念、价

值取向、精神文化需求等趋于多元，

对此如何看待，直接影响着带兵人的

态度和方法。带兵人只有善于换位思

考，多站在战士的角度去关注、理解

他们，多从战士本身出发去关心、接

纳他们，才能增进相互理解，才不至

于把新战友看“偏”了，把自己的心

看“凉”了。

善于平视，就能够从新角度打开

战士的心扉。没有带不好的兵，只有

不会带兵的人。新训中，面临各种问

题和矛盾，有的带兵人习惯于将其简

单归结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归结于兵

不好带。殊不知，视野决定思路、思

路决定出路，换个角度或许就能找到

解决问题的“钥匙”。带兵人如果善

于平视，真正读懂战士的期盼、理解

战士的关切，就能找到创新带兵方法

的着力点，开展更多类似“三帮一

带”的活动，架起新的“桥”、扬帆

新的“船”，抵达战士的心海。

善于平视，就能够赢得战士的敬

和爱。官兵平等、官兵一致是我军的

优良传统。带兵人善于平视战士，正

是发扬这一优良传统，贯彻群众路线

的生动实践。带兵人的形象不是

“端”出来的，威信不是“唬”出来

的。在网络时代，高高在上的网友往

往会是“众矢之的”；面对“网生

代”的新战士，善于以平视视角、平

和心态和平实言行带兵的新训骨干，

往往更能赢得战士的尊重和信任。

当然，军队是有严格纪律的，善

于平视不等于放弃严格要求。对带兵

人来说，平视应该是看待新时代战士

新特点的新视角，解决新训过程中新

问题的新方法，对文明带兵、科学带

兵的新探索，其最终落脚点始终是促

进官兵的全面发展，培养造就“四

有”新时代革命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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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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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利

新训季，又一批青年走进军营，开始
了他们的“兵之初”。各部队新训骨干在
以情带兵、科学带兵、文明带兵等方面下
足了功夫，努力帮助他们尽快完成由地
方青年向合格一兵的转变。
“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穿了才知

道。”带兵人精心制作的“成长套餐”合新
兵的口味吗？新战友们期待什么样的温
暖帮带？11月下旬，我们走进第 71集团
军某旅，对 300 名新兵进行了一次问卷
调查。

习惯被关爱，更期待

经风雨受磨炼

11 月 18日，新兵一营举办“我眼中
的十佳班长”评选，35名新兵担任评委，
结果干部骨干公认的一名“暖男”班长却
意外落选了。

对此，新兵韩玉表示，班长对大家确
实好得没话说，每天晚上都起来给大家
掖被子。前几天，韩玉崴了脚，班长更是
对他格外照顾，甚至连训练量都减了不
少。“可我又不是新兵宝宝，没那么娇

贵！”韩玉有些不领情。
调查中发现，个别新训骨干担心新

战士对艰苦紧张的生活训练“吃不消”，
或是担心“管严了出事”，对新战士的热
心关怀多、大胆批评少，解难帮困多、历
练磨砺少，以致关爱过度。

庭院里跑不出千里马。调查中，超
过 80%的新战士表示，参军前已经有磨
炼意志品质的思想准备。大学生新兵
郭礼鹏入伍前是校队运动员。新训中，
班长为他量身定制训练计划，并严格督
促落实。前不久，新兵团 3 公里考核，
郭礼鹏名列第一。他把荣誉首先归功
于班长的严厉：“没有他的督促，我可能

早都懈怠了！”
先后 3次带新兵的教导员柴继亮认

为，战士的血性虎气不是凭空而来的，需
要苦与累的磨砺、血与汗的浇灌，带兵人
只有处理好严与爱的关系，才能让新战
士尽快淬炼成钢。

渴望展现自己，表扬

肯定更受激励

新兵团第一次组织实弹射击，新兵
张鹏和樊纪文打出 50环的好成绩。在
靶场，他们当场就被评为训练标兵，佩戴

大红花合影，荣誉照片寄回家乡。在他
们的激励下，后来又有 7名战士打出满
环的好成绩。

11月 22日，该旅举办十佳标兵颁奖
典礼，两名新兵登上领奖台与优秀老兵
同台领奖。入伍两个月就能收获如此荣
誉，不少新兵深受触动，“不只是羡慕他
们，也想像他们一样取得荣誉”。调查显
示，新时代的战士自我表现欲、荣誉感
强。该旅超过 60%的新兵表示，渴望在
公共场合展现自己，获得肯定。

为此，该旅在新训过程中注重搭建荣
誉殿堂，结合新兵成长进步的各个阶段，
设置了不少庄严的仪式。开展“人人进连

史”活动、举行标兵颁奖典礼……一场场
仪式，不断增强新兵自豪感和使命感，激
励他们在军营学习成才、建功立业。

“不感冒”搞灌输的

主讲人，偏爱有互动的主

持人

问卷调查中，超过一半的新兵对“你
讲我听”的传统授课模式“不喜欢”，对单
纯的灌输式教育表示“不感冒”。今年，
该旅新兵中有 30%是大学生士兵。结合
这一实际，新训骨干积极创新方法，探索

把这些思想活跃新兵的知识优势转化为
教育资源。

这段时间，新兵营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为契机，开展了“微课”创作活
动。新兵谢松杰入伍前参加过扶贫支教
计划，“微课”讲台上，指导员以采访的方
式，用一个个问题引导他讲故事、谈经历、
话感受。前后十几分钟时间，新兵们就从
他的故事中对扶贫攻坚有了深刻认识。

新兵王凯是军史发烧友，外公是老
红军。指导员便特意安排王凯准备一
堂军史课。王凯结合外公的战斗经历，
讲起我军的发展壮大历程，战友们听得
津津有味，课后还有不少人围着他探讨
交流。

不单纯做“一对多”的主讲人，做好
“多对多”的“主持人”。针对当前新兵的
新特点，该旅引导大家用自己的话讲清
身边的理，群众性自我教育开展得红红
火火。

兵之初，他们期待什么样的帮带
——对第71集团军某旅新兵心理期待的调查

■许瑞刚

微调查

新兵连，一个令每名士兵都终生

难忘的军旅起点。

对新兵张鑫鹏来说，新兵连里让

他难忘的，除了那些苦过、累过、哭

过也笑过的经历，还有两个和他天天

“黏”在一起的兄弟——新兵钱金明和

张杰。他们仨是同一个“三帮一带”

小组的。

“三帮一带”是张鑫鹏所在第82集

团军某旅的老传统，其基本做法是官

兵之间建立小组相互“帮思想进步、

帮技能提高、帮身心健康、带优良作

风”。

1962年，上级从后勤、技术分队

抽调部分战士补充到该旅“红十连”。

由于新转隶战士不熟悉步兵专业，十

连党支部开展了“包思想进步、包技

术提高、包生活安排、把作风带起

来”的“三包一带”活动。两年后，

连队参加全军大比武，获得建制连总

分第一。再后来，“三包一带”发展为

“三帮一带”，成为该旅带兵的法宝，

并在全军部队推广。

张鑫鹏刚进新兵营就成了这一老

传统“惠顾”的对象。新训展开不

久，身体偏胖的张鑫鹏就因训练跟不

上产生了思想疙瘩。于是，班长朱磊

安排了体能较好的钱金明和心理素质

不错的张杰与他组成帮带小组，帮他

减肥瘦身，鼓励他增强信心。不到一

个月，张鑫鹏便成功减重15斤，3公

里跑进了13分。

类似“张鑫鹏”的成长故事，也

在该旅新兵营其他256个“三帮一带”

小组里不断发生着。

“踏上‘兵之初’，这些贴着大学

生、独生子等标签的战士既需要领路

人，也需要陪跑者。”在旅政委朱德彬

看来，这场帮带活动的意义，既在于探

寻老传统如何与新时代士兵擦出火花，

也在于如何换一个思路来激活兵心。

走进2017冬季新兵营

帮带小组战友同心，困难再

大一起来扛。新兵姚傲斐（左三）

身体偏胖，帮带小组成员王君、王

子奔和蒋有成，陪着他一起进行力

量综合训练。

陈天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