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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工 作 过 不 了 网 络

关就过不了时代关。在这

方面，落后的不是士兵而是

领导——

惊晓惊晓，窗外“一

声啼鸟”

“你别看上面那堂课好像很简单，可
在我的脑海里却进行了一场艰难的‘思
想突围’！”

观看天南地北一堂课后，前来学习
取经的很多旅团级领导兴奋不已。可这
堂课的组织者、第 79集团军某旅政治工
作部主任葛百军坦言：几年前，他却不认
可“网络授课”。

葛百军是老牌的优秀“四会”政治教
员。多年来，经历过“一支粉笔一块板”
时代的他，一直信奉内容为王的观念，认
为每讲一课都得精心准备。起初，面对
这样“无教案、无备课、无主讲、无课件”
的“四无”政治教育课，他和很多人一样
惊诧：“这咋能行？”
“指导员在黑板前讲，战士们在膝盖

上记。”回忆近 20年前走进军营后的第
一堂政治教育课，葛主任仍历历在目，
“后来，各部队陆续开通了电视电化教
学，上课时，主讲人在演播室对着摄像机
镜头讲，官兵在各自连队看。”

忽如一夜春风来。如今，随着网络
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部队教
育彻底告别了“一支笔、一个本、一张嘴”
的传统模式。从“小马扎”到“网络化”，
虽然是“老政工”，但葛主任不得不承认：
自己真的落伍了。

惊晓惊晓，窗外“一声啼鸟”！“网
络改变了时代！”对此，感同身受的不
只是葛主任一个人——

局域网、政工网乃至国际互联网……
近年来，网络信息大潮气吞山河、无所不
至，令人目不暇接。特别是随着手机网
络使用新规定的实行，军营迈入了“掌上
时代”，而大批热衷于“指尖生活”“微语
沟通”的“拇指一族”走进部队，既给政治
工作带来全新挑战和深刻变革，也开辟
了新的广阔空间。
“网络在给我们脚下添了一双‘风火

轮’的同时，也给我们肩上压了一副沉甸
甸的担子。”该集团军领导说，过去我们
常讲，要给战士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
水。现在，面对战士的“知识饥渴”和“信
息饥渴”，有些思想政治工作者“桶”里的
水明显装不满战士思想的“碗”。

今年年初，该集团军的一次调查喜
忧参半：部队的基层干部，对于网络“闭
着眼睛都能捅咕明白”，特别是连排干部
更是“网通一族”。而越往上，级别越高
的领导干部却“先天不足”，不少人处于
“初级阶段”。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断言：“谁
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拥有整个
世界。”战士们则说：领导不懂网络，就不
会真正“走近”我们！
“面对时代发展的潮流与大势，习主席

谆谆告诫：政治工作过不了网络关就过
不了时代关。在这方面，落后的不是士
兵而是领导！”该集团军领导一针见血地
指出，迟滞的脚步追不上飞速的网络！
青年官兵掌握网络知识和信息比较快，
领导干部早学早主动，晚学则被动。

思想政治工作进入网络面临的挑
战，首要体现在对教育者的素质要求
上。“原地踏步就要落伍，走得太慢也是
一种退步。”站在时代的潮头，该集团军

各级领导和政治工作干部都有一个共同
的感受：领导干部与其被动让“互联
网+”，不如主动“+互联网”。

眼下，“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
风头正劲。记者在该集团军欣喜地看
到，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开始自觉迈入
“网民”行列，学出新本领，孕育新观念。

政治工作过不了融合关就

过不了联合关。网络政工不能

“贴标签”，工作阵地要从物理

空间延伸到网络空间——

知否知否，应是“绿

肥红瘦”

“一千多年前，我国的商队一路向西，
不但为沿线国家带去了精美的丝绸和陶
瓷，也撒播下世界文化交流的种子……”

这天上午，某合成旅二连政治教育
课上，随着指导员张晓阳轻点鼠标，一堂
“从‘一带一路’看制度自信”为主题的教
育课准时开讲。

短短 1个小时的授课，张晓阳巧妙
地插入展现异域风情的音视频，带领官
兵沿着一幅 H5界面的驼铃古道，探寻
“一带一路”的“诗和远方”。

授课过程中，张晓阳还邀请来自甘
肃、新疆等地的官兵登台，畅谈“一带一
路”给家乡带来的可喜变化。期间，他不
失时机地引用习主席有关论述和相关权
威统计数据，官兵们眼睛瞪得溜圆，听得
格外入神。
“网络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网络却是

万万不能的。”张晓阳坦言，将传统手段
和现代技术相结合，思想政治工作才能
收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效果。

有段时间，张晓阳发现，有的战士宁
愿在太阳底下站岗，也不愿到空调房里
听课。和其他连队干部分析原因发现：
现在的战士，入网比入伍早、网龄比军龄
长，上网用网是他们的现实需求。让政
治工作走进网络、占领阵地、引领风尚，
给生命线加载“数据链”，才能让“最大变
量”变成“最大正能量”。
“以前总觉得开展网络政治工作信

手拈来！现在才发现，自己只是会上网，
而对于怎么用网络来开展工作，还缺创
意、缺思路、缺招法。”作为一名 90后，某
旅指导员李磊对网络再熟悉不过了，但

要说起如何运用网络开展政治工作，他
的想法却有些片面：懂网就是用微信、看
网页、会网语，网上知兵情就是加好友、
建群、刷朋友圈，网上教育也无非就是关
注公众号、推送文章、组织讨论。
“‘2G 思维’适应不了‘4G 时代’！”

发现差距后，李磊开始了新一轮学习：
“互联网思维”“大数据”“众筹理念”……
这些原本以为再熟悉不过的概念，在一
次次深度阅读后变得逐渐清晰。
“仿佛打开了新世界，原来自己以前

知道的只是一张张标签。”慢慢地，李磊
的脑子里多了许多新奇的想法。课前，
他常常会用微信征求战士们的意见，天
马行空的想法、各式各样的素材，都成
为他教育课上的“众筹资源”；各类“网
红”也成了课件里的常客，“最帅武警小
哥”杨明鑫、《真正男子汉》里的王金武、
《战狼 2》里的吴京……在不同的“网红”
身上，李磊都能找到和教育内容贴近的
地方。

把“课堂建在网上”“党员连在线上”
“专家放在掌上”……以“互联网+”的思
维推动政治工作模式创新，让李磊开展
起政治工作来红红火火。

政治工作过不了融合关就过不了联
合关。对此，该集团军领导感慨颇深：教
育方式要从“单项传输”转变为“双向互
动”，工作阵地要从物理空间延伸到网络
空间，二者相互融合，才能造就网络政工
“绿肥红瘦”。

“打开窗户，新鲜空气进来了，灰尘
和苍蝇也进来了！”对于类似情况，基层
带兵人早有反映：“有时辛辛苦苦准备的
一堂课，好不容易取得的效果却被网上
一两句‘负面信息’给抵消了！”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不得不承

认，面对网络的日新月异，各级领导在
“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又常常会怕“踩
空落水”。比如，网络安全问题、网络谣
言问题等。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对此，

我们既不必大惊小怪，也不能掉以轻
心。”该集团军领导认为，今天，让“网上
长大的一代”官兵本色不变、军魂永驻，
成长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正是政治工作
应有的责任。
“网络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实质

上是网络特性和规律作用的结果。”该集
团军政治工作部主任袁红刚说，思想政
治工作进入网络的过程，既是网络引发

的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理念进入人脑的过
程，也是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创新发展走
向成熟的过程。

如何让网络政治工作建设成为“不
下课的教育课堂”“不下班的政治机关”
“不疲倦的政治指导员”，一直是某合成
旅党委思考的问题。

走进该旅，“家家连心桥”网络课
堂、“我能打胜仗”游戏专区、“网络体验
室”助训平台人气颇高。这些年，他们
坚持什么技术最新就学什么技术，什么
平台最热就用什么平台。官兵手机中
的一款款软件，随时能接收机关推送的
一句领袖讲话、一段故事格言、一条要
闻快讯……官兵们形象地说，有了“信
息快递小哥”，学习有了轻松便利的“宅
急送”。

政治工作过不了信息关

就过不了打赢关。要注重瞄

准未来战场，引入信息手段增

强政治工作实效——

争渡争渡，激起“一

滩鸥鹭”

从网民到精兵，某合成旅“红九连”战
士王楠的这个“翻身仗”打得并不轻松！

以前，王楠对军事训练始终抱着“上
游太辛苦、下游打屁股、中游最舒服”的
态度，训练场上得过且过。
“这小子悟性高、素质好，只要引导

好，训练成绩肯定能突破！”指导员张效诚
觉得，王楠是个“好苗子”，对他始终没放
弃。

心没少谈，可小王“油盐不进”。
网络政治工作必须跟着时代走、

围绕官兵转，着力解决“关注什么、向
往什么、追求什么”的问题。前不久，
连队引入虚拟现实辅助训练设备，戴
上 VR眼镜进入游戏程序，仿佛置身硝
烟弥漫的真实战场，感受血肉横飞的
惊险画面。这让王楠两眼放光，一有
时间他都投入那热血偾张的“战斗场
景”。

打铁要趁热，张指导员因势利导：
“战场是残酷的。训练场上没真本事，战
场上哪能打赢……”

经历“枪林弹雨”的王楠真切感受到

了“平时得过且过，战场分秒难熬”。此
后，他像换了个人，训练场上开始了“士
兵突击”。付出就有回报。前不久，在全
营比武考核中，王楠一举夺得专业比武
第一名。
“这就是新技术的魅力，选对了网络

政工的正确‘打开方式’，战斗力提升就
是这么直接！”谈及王楠的转变，张指导
员乐得嘴都合不上。
“政治工作的使命就是为打赢吹

氧助燃。”该集团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
于靖东告诉记者，信息网络体系是作
战的有力支撑，必须基于网络把政治
工作触角延伸到军事活动各领域，渗
透到遂行任务各环节，发挥网络的“倍
增器”作用，不断提升政治工作备战打
仗的贡献率。

点击某陆航旅“战鹰资源库”，海量
的前沿军事理论、政治工作素材、人文社
科读物等数据资源瞬间“喷薄而出”。宣
传科科长周田坤介绍，他们按照“内容、
职级、兴趣”3个维度进行资源分类，聚
力建好优质“云资源”，帮助官兵建起思
维“拓扑图”。
“信息化是新军事变革的着力点，也

是新时期政治工作开展的聚焦点。”循着
这个方向，该集团军所属部队积极作为，
政治工作信息数据库、作战对象资料数
据库和政工指挥预案库等基础设施在不
少单位落地开花，成为撬动政治工作信
息化的有力支点。

一次演习，某营按照要求到达某地
域，可看着逐渐暗下来的天色，教导员潘
岩心里却打起了鼓：“驻地社情民情怎么
样，会不会有敌特分子袭扰破坏？”

战场上，时间就是效率！他打开电
脑，进入政工数据库系统输入地名，宿营
地域的社情、民情跃然屏上。

海量数据随时调用，让政治工作更
精准、更有效。在那次演习的总结中，潘
岩把战时政治工作的要求归结为 8 个
字：与时俱进，切实管用。
“思想政治工作有一个重要原则：

大家来做，天地宽阔。从这个原则出
发，网络为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拓宽了
渠道。”潘岩说，随着军营信息网络建设
的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信息在“建设信
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中的作用
日益凸显出来。思想政治工作要实现
自身的创新发展，更好更充分地发挥服
务保障功能，必须乘上“网络快车”，与
时代同行。
“网络不仅是趟快车，更是趟战车，

过不了信息关，同样也过不了打赢关。”
在该集团军领导看来，打赢未来战争，同
样需要政治工作着眼于明天的网络技
术。而在人员高度分散、时空急剧转换、
思想情绪紧张、生死对抗激烈的战时情
况下，如果能把网络运用得当，可以实现
政治工作效益的倍增。
“使命任务拓展到哪里，网络就延

伸到哪里，政治工作就跟进覆盖到哪
里。”在一次网络政治工作交流中，一
些单位作了大胆畅想：将来在大数据
广泛运用的情况下，我们的政治工作
信息系统能清晰掌握官兵思想心理反
应、心跳脉搏数据以及战场纪律执行
情况，战时政治工作数据链将清晰可
见。而在更为广泛的舆论和心理战
场，我们也将有更多手段拿下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斗。

一位哲人说：时代，总是在解决一个
又一个新的课题中继续向前。

网络“生长”不息，思想政治工作创
新不止。“争渡争渡，激起‘一滩鸥鹭’。”
记者有理由相信：面对打赢的呼唤、转型
的需要、使命的催征，只要我们始终扬起
时代的风帆，挺立时代的潮头，思想政治
工作必将拥有“诗和远方”，开辟出一个
崭新天地！

版式设计：梁 晨

网络与传统政工如何“珠联璧合”
——第79集团军吸纳时代元素创新政治工作新闻调查

■本报记者 刘建伟 特约记者 赵 雷 海 洋

张富奎没想到，自己的几段网络直
播，竟然激起这么大的“波澜”！

张富奎是谁？他是第 79 集团军某
旅一名下士。去年秋天，已经一年半没
有回家的他，休假回到吉林通化老家。
让他没想到的是，家乡人的生活水平又
上新台阶，一栋栋崭新的二层小楼取代
了昔日的砖瓦房，从前的泥泞土道变成
了宽阔的柏油路……

家乡的变化让张富奎喜上眉梢，他
禁不住用手机实时给战友们直播家乡巨
变——
“绿水青山家更美”视频中，张富

奎讲述小时候家门口的“二道河”周边
工厂林立，河水污染严重，居民不敢开
窗户，行人捏鼻绕道而行的情景。环

境整治后，昔日的臭水沟已成为今日
的玉带河。他感慨地对战友们说：“党
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家乡变化大，
全归政策好，全在党领导。我想，这就
是具体体现！”

其实，家乡一直在改变！张富奎神
采飞扬地告诉战友：小时候和伙伴一起

野浴的水泡子，如今建成了吉林省最大
的体育健身中心，可以承办国家大型体
育比赛。那天，自己还特意去体验了一
把，一个字：爽！

手指轻轻一点，“教材”尽在眼前。
该旅宣传科科长金果掰着指头算了一
下，近段时间，全旅大约有 30多名休假
官兵成了“家乡代言人”，他们运用视频

直播的方式，介绍祖国天南地北的巨大
变化，激活了主题教育课堂。
“这是我们创新运用‘互联网+政治

工作’开展教育的一个探索！”金科长欣
喜地说，前不久，他们组织 10多名探亲
休假官兵，从天南地北发来网络直播，将
社会新气象、家乡新变化展现在官兵眼
前，成为深受官兵欢迎的主题教育鲜活

一课。
天南地北兵，串活一堂课。这让该

旅政委杨景森认识到：将新媒体运用于
政治工作，一个直播就能把社会新气象、
官兵新风貌拉到“第一时间”“第一现
场”；一条百十来字的朋友圈、几分钟的
微视频，就可能将官兵的理想信念、心路
历程多彩呈现。

如今，该旅官兵还开发了不少政治
教育软件。“网络是没有围墙的大学，其
最大优势之一，就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打破有形和无形的壁垒。”教导员
潘岩拿起手机，向记者介绍旅里开发的
“家家连心桥”软件。

记者看到，软件包含专家讲座、家长
在线和大家上线等内容。其中，“大家上
线”栏目中，休假在家、住学在外的官兵
人人都可以当“主播”，讲述社会新风尚、
家乡新面貌、身边新变化，正能量“爆
棚”。
“这说明网络政工不在于能不能做，

而在于想不想做、敢不敢做！”该旅领导
坦言，今天的网络就像《西游记》开篇的
那个神奇的石猴，迎风见长，日益变强。
在网络与政治工作的融合中，只要我们
积极打好主动仗，为我所用、用好有为，
就能“网”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片新
天地！

网络直播：天南地北兵，串活一堂课
■本报记者 刘建伟 特约记者 海 洋 赵 雷

新闻样本

记者调查

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杜黑说：“胜利

向那些能预见战争特性变化的人微

笑，而不是向那些等待变化发生才去

适应的人微笑。”

当今时代，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

是网络化，封闭的军营不再“独善其

身”。可以说，网络有着无人可以预测

的未来，触网就像一次长途跋涉的赶

考。部队政治工作的“诗和远方”在哪

里？叩问中，答案既在红旗漫卷西风

时，更在方寸荧屏弹指间。

然而，面对“手握鼠标长大、敲着键

盘说话、拿着手机比划”的新一代年轻

官兵，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些干部特

别是领导干部懂网、管网、用网能力的

“倒挂”依然存在。就像战士在网上吐

槽：“我已穿上牛仔，你却还在裁长衫。”

时代在飞速发展，裹足不前肯定落

伍，走得太慢也是一种退步。既然握着

鼠标、看着屏幕长大的官兵注定将影响

时代前进的方向，我们就不该总是与时

代拧着劲、对着干、逆着行。当我们用

仰视的眼光看待“网生代”，将心比心去

了解并主动融入他们的世界，你才会惊

喜地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

政治工作的“诗和远方”，既在网

上，更在脚下，考验的不仅是各级领导

触网的勇气、建网的智慧，还有用网的

行动。实践中，不乏一些领导想用网

建网，却一直举棋不定迈不开步；想多

学点网络知识，却又总想等没那么忙

了再学。总是犹豫不决、边等边看，缺

少立说立行、只争朝夕的劲头。

“一个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面

对时代新变化，我们要做的，既要眺望

远方，更要踏实迈步。采访中，第79集

团军组织的一次考试让人惊奇：考生全

是团以上领导，考试的内容却是“网络

使用”。初尝网络+政治工作带来的甜

头，更加坚定了他们的脚步：前面的路

还很长，“目光要远些再远些，思考要深

些再深些，行动要快些再快些！”

技术是冰冷的，信心是火热的。

我们欣喜地看到，原先横亘在“冰”与

“火”之间的那堵墙，如今已被渐渐凿

开了一扇窗，露出前方胜利的曙光。

哲人说：“别等待明天，就在今天

采摘生命的玫瑰吧！”政治工作搭乘

网络快车，既不能刻舟求剑“等”，也

不能亦步亦趋“跟”，必须始终追踪潮

流，在“又好又快”中创新。而我们需

要做的就是：从现在出发，因为，路就

在脚下！

我
已
穿
上
牛
仔

你
却
还
在
裁
长
衫

■
刘
建
伟

锐视点

该集团军某部官兵采用综合信息管理系统提高管理教育效率。 范庆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