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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中央军委隆重举行 2018年开训动员大会，习主席向全军发布训
令，号召全军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全面加强实战化
军事训练，全面提高打赢能力。统帅一声令下，全军迅即掀起全地域、全要素、全
维度的练兵大热潮。

从我军历史看，提升实战化军事训练效果，强军文化的作用不可忽视。那经
久传承、敢打必胜的红色基因，那历久弥新、凝聚壮士雄心的军事训练品牌，那直
抵人心、砥砺英雄血性的战地文化，都在有力升华着实战化军事训练的效果。为

深入探索在实战化军事训练背景下打造强军文化的途径，充分彰显强军文化的
战斗特质，我们推出“实战化军事训练的文化思考”系列报道。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郭兴福教学法”。“郭兴福教学法”是我军在开展群众性练
兵比武活动中涌现出的著名军事训练品牌，是创新精神和创新文化在实战化军事
训练中的生动体现。“郭兴福教学法”的形成、推广和传承历史，为我们在群众性练
兵热潮中打造具有新时代特点的强军文化，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有着颇多启示。

——编者

“郭兴福教学法”是 20世纪 60年代
我军在群众性练兵热潮中推广的军事
训练教学方法，其创始人是郭兴福。

日前，我们走进孕育“郭兴福教学
法”的第 72 集团军某合成旅。时光荏
苒，岁月如梭。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
军军事训练的条件、手段、对象、任务都
发生了深刻变化，“郭兴福教学法”也在
一代代官兵手中不断“升级”。从文化
的角度回望这一历史过程，可以看到，
“郭兴福教学法”既是一套行之有效的
训练方法，也是一种特点鲜明的不断累
积的军事文化现象。它已成为我军大
抓练兵备战的一种文化印记，彰显出官
兵对胜战打赢的孜孜追求。

（一）“郭兴福教学法”是怎样

诞生的

郭兴福，山东省邹平县人，1930年 2
月出生，1948年 9月入伍，中国共产党党
员，历任战士、学员、排长、副连长、连长等
职，先后参加过淮海、渡江、淞沪、漳厦等
战役。2009年7月，郭兴福被评为“100位
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
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为创新发展符
合我军特点的练兵路子，部队迫切需要
探索有效练兵方法来提高训练水平。
时任某部副连长郭兴福结合打仗中积
累下来的经验，逐渐摸索出边讲边做、
细化步骤等练兵方法，在上级具体帮助
和自己刻苦钻研下，最后形成了单兵、
小组和班的“围绕打仗、把兵练活”的战
术训练方法。

1961年8月，原总参军训部郝云虹处
长一行，在时任军长李德生陪同下观看了
郭兴福的现场演练后说：“你们生了孩子，
我给起个名，看看是否合适，就叫‘郭兴福
教学法’吧。”同年10月，《军训通讯》出版
了专辑增刊，全面介绍了“郭兴福教学
法”，并破例发行到全军连以上单位。

（二）“郭兴福教学法”为什么

会脱颖而出

“郭兴福教学法”到底行不行？时
任军长李德生拍板：“让‘郭兴福教学
法’到各师各团的连队去，让广大官兵
去检验它、推敲它。如果站不住，那就
推倒它，这时就会有更好的出来代替
它。把‘郭兴福教学法’放到官兵智慧
的海洋里去检验，达到充实、丰富、发
展、提高的目的。”

真金不怕火炼！结果，“郭兴福教

学法”无论到哪里演练，都立即获得种
种好评。不论是富有实战经验的领导
干部，还是缺乏实战经验的基层战士，
都是连声称赞。

1963年 5月 25日,《解放军报》介绍
了“郭兴福教学法”的 8条经验，即：摸清
底细，因人施教；分清层次，由简到繁；
归纳要领，做出样子；情况诱导，正误对
比；重点提问，反复练习；民主教学，运
用骨干；评比竞赛，广树标兵；宣传鼓
动，抓活思想。

1963 年 12 月，原总参在江苏镇江
召开“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叶剑英元
帅亲临现场观摩后讲，“郭兴福的教学
方法”是“我军教学方法的重大革新”，
各部队要认真学习，层层选拔自己的
“郭兴福”。会后，他还向毛主席和中央
军委呈送了专题报告，建议在全军推
广。毛主席看了报告后指出，“郭兴福
教学法”对人民解放军的练兵方法“不
仅是继承，而且是发展”。1964年，全军
掀起了规模宏大的学习和推广“郭兴福
教学法”的群众性练兵热潮。

（三）创新，让“郭兴福教学

法”永葆活力

“郭兴福教学法”为什么能受到全
军欢迎、富有生命力，让人看了之后“口
服心服”？旅政委解登春给出的答案
是：创新是“郭兴福教学法”核心价值和
生命力的集中体现。

带着敌情练兵是“郭兴福教学法”的
一大创新。郭兴福带过的战士钱根苗回
忆说：“在郭兴福的带领下，一旦进入情
况，我们就可能是黄继光、董存瑞，如果
需要用胸膛去堵敌人的枪眼、用炸药包

去炸敌人的碉堡，我们班每个人都会不
折不扣地去做，眉头绝不会皱一下。”
“脱离了群众、失去了群众性，‘郭

兴福教学法’就会失去生命力。”座谈
中，不少官兵讲到，发扬民主调动官兵
练兵积极性是“郭兴福教学法”的又一
创新。与郭兴福在一起训练，当时的战
士们都有使不完的劲，都会主动思考，
积极参与训练。将练战术与练思想结
合起来，把言教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
合起来……这些都是“郭兴福教学法”
的创新成果。创新，让当时的“郭兴福
教学法”充满了活力，也充满了魅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郭兴福教学法”
如何继续保持生命力？唯有创新！

数年前，该旅刚开始担负模拟蓝军
任务时，不少教练员在“信息化”这杆标
尺下被“卡”掉了“四会”证书、“量”掉了
任教资格。“时代在变化，任务在变化，作
战样式也在变化，身为‘郭兴福传人’，不
能身子进入了信息化，思维却还停留在
机械化。”旅党委“一班人”及时调整思
路，大力推动“郭兴福教学法”向信息化
训练内容拓展、向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
拓展、向培养信息化教练员队伍拓展。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目
前，该旅已有 90%以上的课目采用信息
化手段进行教学，教练员可通过信息系
统进行从机关到基层不同级别的专业
和战术教学训练，革新研发的 30 余项
辅助器材和模拟软件，更是让教学如虎
添翼。

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
在该旅，没有两份完全相同的教案。即
使同一个人同一个课目，每次写出的教
案都会有差异、有改动、有完善，这些差
异、改动、完善就是不断创新的成果。

该旅副旅长邓彪创新总结出“28定律训
练法”，使教学力量配置更加科学；探索
出“2131训练尖子培养模式”，使骨干结
构更加优化；运用“特级催生特级”的办
法，使特级能手如滚雪球般增长。打开
旅人才数据库，我们发现：该旅连以上
主官 100%是“郭兴福式”教练员、90%以
上的士官是“四会”教练员、120多人被
集团军以上表彰为优秀“四会”教练员。

（四）半个多世纪的传承，让

“郭兴福教学法”积淀为一种独特

的军事文化现象，并不断衍生出

新的强军故事

“练好兵的前提是教好兵，教学方
法对头了，就可以用较少的时间取得优
异的效果。在改革强军的背景下，如何
运用‘郭兴福教学法’将练兵备战落到
实处，值得每名官兵思考。”旅长刘宝权
告诉记者，“郭兴福教学法”的文化精髓
是“红、活、硬、细、实”，对今天的练兵备
战仍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围绕打仗，把兵练活。‘郭兴福教学

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尊重和爱护士
兵，能者为师，启发思考，释放活力，集中
群众智慧，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
群众路线，运用于军事训练的实践中。”
集团军优秀“四会”教练员、二连指导员
徐子龙谈到，今天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
也要充分发扬军事民主，实行群众路线，
最大限度地调动官兵的积极性创造性，
群策群力地把军事训练搞上去。

某野外训练场上，班长张浩林正结合
动漫等手段，讲解狙击步枪瞄准射击要
领，不时还亲自示范、纠正动作，并引导大

家积极思考踊跃发言，让新战士们不但懂
得怎么做，而且懂得为什么，达到了举一
反三、触类旁通的效果。一堂课下来，领
导有意“刁难”，当场抽点1名新战士进行
实弹射击。结果，这名人生第一次摸狙击
步枪的新战士，打出了优秀成绩。

从实战出发开展训练，“仗怎么打、
兵就怎么练”，这是“郭兴福教学法”牢牢
把握的训练原则。如今，该旅坚持训战
一致的原则，以实战为尺度，在发现解决
问题中把兵练实练强。去年底，该旅在
参加上级演练考核中发现，随着合成营
战术训练的逐步推进，营指挥员在合成
知识、信息系统运用、联合指挥等方面存
在的短板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部队战斗力
的提高。对此，今年一开训，他们就进一
步创新完善合成营营长培训教学内容，
增设基于信息系统合成营态势图生成等
课题训练，使教学更加贴近作战需求。

身先士卒，言传身教；因人施教，循
序渐进……座谈中，不少官兵感慨，“郭
兴福教学法”中的文化精髓永不过时，
至今仍然有用管用。
“郭兴福教学法”就像一座架通训练

场与战场的桥梁，让许多官兵在训练场上
学会了打仗。多年来，该旅以“郭兴福教
学法”为标志的实战化训练文化不断走向
成熟，成为一种具有跨时代特色的强军文
化现象。这种现象，让人们强烈感受到，
强军文化对强军实践的深刻影响力。

图①：郭兴福经常和战士们促膝谈
心，把每个战士的个性特点都摸得一清

二楚。

图②：图为该旅“郭兴福连”班长雷建
棱正在给班里同志讲授射击要领。

赵庶民提供

“郭兴福教学法”的文化生命力
——“实战化军事训练的文化思考”系列报道之一

■本报记者 代 烽 特约通讯员 刘先冬

连日来，联勤保障部队 3支“文艺轻
骑兵”小分队登高原、上站台、进科室、到
哨所，在雪域高原的青藏运输线、在北国
边陲的“长白山下第一哨”等地，把十九大
报告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战略、新举措融
入文艺作品，把联勤官兵投身改革强军的
新实践、新风貌、新业绩编成文艺节目，让
官兵在寓教于乐中领会精神要义、感悟思
想精髓。他们先后行程3万余公里，演出
140多场次，为240多个基层单位3万余名
官兵送上文化食粮，被官兵亲切地誉为联
勤保障部队的“乌兰牧骑”。

长白山下，松花江畔，“文艺轻骑
兵”第一小分队一行 13人来到某油料仓
库慰问演出。演员刘金牛的新编豫剧
唱段《十九大精神领航向》引起全场共
鸣。演员周俊彪一曲《心中有座中国
岛》，把观众的思绪带到联勤保障一线。

巴蜀大地，山花烂漫，“文艺轻骑

兵”第二小分队来到驻渝某弹药仓库。
“2020 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
取得重大进展”“2035 年基本实现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 富有节奏的说唱
节目点燃全场气氛。相声《新兵下连》、
歌曲《不忘初心》等节目，在现场掀起了
一个又一个高潮。仓库代理政治处主
任陈钱观看演出后感叹：“把最新的理
论融入作品，用最真的情暖到官兵心
窝，小分队不愧是‘文艺轻骑兵’，不愧
是十九大精神的‘宣讲队’。”

小分队坚持兵写兵、兵演兵、兵唱
兵，节目创作瞄准基层，演员也全部来自
基层。一路走来，官兵对小分队演出最
多的评价就是接地气、很真实、合口味。
“二虎哥”“哎”“二虎哥”“哎”……

在某汽车团驻训场，演员吴婧走到官兵
中间，和大家共同演唱了歌曲《二虎
哥》，一唱一和的表演方式让驻训场顿
时化成了歌声的海洋。小分队每一场
演出都设置了互动环节。在某大队，演
员刘金牛的快板互动环节把官兵逗得
捧腹大笑；在“虎踞哨所”，演员代少林

的魔术更是让大家拍案叫绝。某部政
委何明说：“这些业余文艺骨干的表演
贴近基层，创作的节目散发着泥土的芬
芳，和我们基层官兵没有距离感。”

在某仓库“雄鹰哨所”，小分队为蹲
山守哨的战士献上“专场”，没有灯光、
音响，演员杨红依然热情高涨，一曲原
创歌曲《大山小草仓库兵》，让战士激动
不已。“小草青青有芳香，我们仓库兵在
站岗，星光帮我们擦亮双眼……这首歌
唱的就是我们啊！”战士王淼指着山上
绵延数公里的围墙动情地说。他和战
友们花费 7年时间把砖一块块背上山
头，在深山中建起了这道围墙，为仓库
立起了安全屏障。
“我是军医，有我在，你一定会活下

去……”小品《战地救护》中的铿锵话语
感染着每一场的观众，是颇受官兵喜爱
的一个节目。在昆明总医院演出时，全
场医护人员看完小品后自发放声高唱
《有我在》；在为某片区 10 个单位演出
时，百余名退伍老兵全体起立，齐声喊
出：若有战，召必回！

军事文艺之花的绽放，源于为兵
服务的真挚情意。“文艺轻骑兵”把扎
根基层沃土、服务基层官兵的宗旨高
高举过头顶，只给官兵送欢乐，不给基
层添麻烦。演员韩朝阳高烧 39 摄氏
度，白天打吊瓶，晚上坚持演出，好几
次走下台后虚脱累倒；演员张享天意外
受伤，眉角缝了 8针，依然不舍得耽误一
场演出……官兵们感叹：“进驻就排、演
完就走，不伴随保障、不打扰部队，演出
节目场场精彩，工作干劲风风火火，‘文
艺轻骑兵’不愧是文化‘战斗队’！”

演出间隙，文艺小分队还积极开展

心理咨询服务，教唱强军组歌，维修文
化器材，对基层文艺骨干进行朗诵、快
板、舞蹈等技巧辅导，为繁荣基层文化、
丰富官兵文化生活培植“人才火种”，受
到基层部队的称赞。

万里行程终不倦，只为战友笑开
颜。在官兵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
精神、抓紧练兵备战的热潮里，“文艺轻
骑兵”的身影常常浮现在官兵的脑海
里，他们所激荡起的热血豪情依然在大
江南北的军营里回荡。

上图：小分队在巡演中表演的魔术

节目让战士们欢乐开怀。 作者提供

联勤路上，真情暖兵心
■魏加升 张 亮 本报特约记者 付 凯

窗外朔风刺骨，室内暖由心生。前
不久，在第 81集团军首届“感动军营人
物”颁奖典礼上，一个个感人肺腑的典型
事迹伴随丰富的舞台元素，奏响了一曲
深情互动的交响乐，引起官兵强烈共鸣。
“千钧之际，你当机立断；危急之

时，你力挽狂澜，创造了我军乃至世界
直升机史上，‘双发停车’人装毫发未损
的壮举……”颁奖词犹如淬炼而出的熊
熊火焰，陆续呈现在大屏幕上，台下响
起潮水般的掌声。主人公是某陆航旅
飞行员李燕曦。2017 年 8月，李燕曦机
组驾驶某型武装直升机在野外进行飞
行训练时，突遇空中“双发停车”重大飞
行特情，机组 2人临危不惧果敢处置，成
功实施迫降，避免了一起机毁人亡的重
大事故。

接过奖杯和鲜花的李燕曦，与爱人
一同站在领奖台上，当被问及在千钧一
发之际内心活动时，李燕曦说道：“险情
发生后，留给我们的‘自救’时间只有 5
秒，根本来不及多想，就是快速准确地操
作，努力将‘战鹰’和战友安全带回家。”
“这是刘红花大妈，双下肢残疾，需

要常去帮她打扫卫生。”“这是孙斌，正在
河南省残疾人学校学游泳，平时多鼓励
鼓励他……”去年 5月份，某旅作战支援
营副教导员王留杰，交接好自己常年照
顾的几位驻地残疾人，才安心地踏上移
防之路。自 1997年开始，王留杰 20年如
一日，积极为残疾人热心服务。现在，该
旅有一支以王留杰命名的学雷锋小组，
他们常年活跃于驻地，助残扶弱奉献爱
心，他们的精神正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
“不是亲朋，却相濡以沫；不是邻里，

却结伴同行。你用纯朴善良的行动，让
无私真情走入爱心之路，以向上向善书
写人间大爱……”激荡人心的颁奖词，浓
缩着王留杰不忘初心的爱民情怀。
“一肩扛起家庭重担，官兵邻里纷纷

点赞；一人独自走进产房，坚定支持调整
移防。你描绘出好军嫂绚丽答卷，只期
盼铸忠魂看齐亮剑……”领奖台上，当颁
奖嘉宾、某旅机动通信营教导员吴欢将
奖杯和鲜花颁给自己的爱人马蕾，并送
上一个深深的拥抱，全场再次响起雷鸣
般的掌声。这一深情拥抱，背后的心酸
只有马蕾知道。自 2010年结婚，俩人就
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照顾老人、处理
家务，扶老携幼的责任长期由她一人扛
起。站在领奖台上，她分享的一首小诗
表达出无数军嫂的内心独白，“你把青春
献给党，我来撑你一个家；你在远方卫祖
国，我来照顾咱的妈……”
“感动，从晚会筹备开始就在心底激

荡。”颁奖典礼导演刘龙深有感触地说，
这是一场官兵自编自导自演、激荡着深
情与兵味的情感盛宴，他们在传递感动
的同时，也感动着自己。颁奖典礼在合
唱《不忘初心》中落下帷幕。气势宏伟的
音乐中，官兵心中的赞歌在升华，矢志强
军的豪情壮志在不断延伸……

赞
歌
献
给
耀
眼
的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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