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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音
聚焦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

“无论是背记电话号码，还是接听每一个电话，都
要精细、精准，疏于一事之微，就可能会酿成大错……”

熄灯前，上等兵徐佳翻开自己的教育笔记本，
看到里面中队长许凌杉用红笔批阅的这句话，心
中惭愧不已。原来，自己最近工作中的粗心早已
被中队长看在眼里。沉思片刻，她在这行批语的

后面加上了自己的感悟：“认真是成功的秘诀，粗
心是失败的伴侣”。合上本子，上哨时间到了，她
认真整理着装，精神抖擞走上夜班的三尺机台。

带兵贵在带心，走心才能正心。人心是最神秘
莫测的世界，打通心灵通道之策中，适当的技巧往往
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只要用心去做，方法对了，

任何人的心灵之门都可能被打开，在润物无声中实
现情感共鸣。

入伍一年多来，徐佳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在笔
记里和中队干部贴心交流，用她自己的话说：“笔尖
上的交流，不仅缩短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也
在笔记里看到了别人眼里的自己。”

走进战士内心世界

的“路”在哪里

日记里有心灵的轨迹，笔记里有
思想的痕迹。

用总队机关通信大队教导员李永
的话说：“战士的教育笔记本上，记录
的既有每次教育课上的所学内容，又
有自己结合教育所产生的思考和感
悟，从笔记上能看出来政治教育工作
是否真正走进了战士心里。”

李永真正走进战士心里，就是从
批阅教育笔记开始的。

李永在中队当过 5年指导员。虽然
已经升任教导员 3年多，讲起总队为何
要开展对战士教育笔记进行批阅时，
他对中队提出“标准化”笔记而受到
批评的经历记忆犹新。

当时，机关下基层检查战士笔
记，用笔记写得好坏的标准来衡量教
育效果。当指导员的他一度把记好笔
记作为衡量教育成效标准。

那年，李永针对中队有的战士记
笔记凌乱的情况，从格式到内容，进
行了标准化规范。不料，总队在中队
开展座谈会要求战士谈参加教育感悟
时，一些战士对此提了很多意见，甚
至有人直言不讳地说：“很多大课讲得
很好，可中队有些过于注重形式了，
多一些课后交流比过多强调规范有
用。”
“编筐编篓，重在收口。”座谈遭

遇批评，使李永很是尴尬，也引起总
队党委的思考：教育课堂上的集中授
课、灌输，需要课后进一步“消化”
理解，过分关注形式反而影响了教育
本身效果。

走进战士内心世界的“路”在哪
里？在如何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座
谈会上，该总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决定推行基层干部骨干批阅战士
教育笔记的办法。他们明确规定，每
月第一周由“三互”小组长对本小组
人员的笔记进行批阅，第二周由班长
对本班人员笔记进行批阅，第三周由
排长对本排人员笔记进行批阅，第四
周由中队主官对全中队战士的笔记进
行批阅。批阅时，根据上课时吸收和
课后消化感悟情况分别给予战士有针
对性的评语和留言，及时表达对官兵
个人的鼓励和期许，使大家随时能切

身感受到组织的关注和关爱。
对官兵的学习笔记和心得体会撰

写情况进行批阅，不仅看到了官兵对
教育内容的理解掌握情况，也洞察到
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使笔记本在一
定程度上成为官兵成长的记事本。对
此，不少带兵人深有感触：“用批阅笔
记的形式就是引导大家把经常性教育
工作做到平时，通过批阅笔记，了解
战士、走进战士的内心世界，字里行
间、细水滴灌更能增强政治教育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

批阅要走心，战士

才“买账”

“功夫不下在平时，把握不准战士
的思想脉搏，批阅很难走心！”驻马店
支队正阳县中队排长丁龙强向记者谈
起自己的一段经历。

2015 年初，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
的丁龙强分到这个中队。刚到中队不
久，指导员安排他批阅全排的学习笔
记，他用了半天时间逐个进行批阅。
批阅十几本笔记后，略感疲惫的他随
意在副班长张朋的笔记上写下：“字迹

工整，学习认真，继续保持！”
谁知，第二天张朋给他提意见：

“排长，我发自内心的写出自己的思想
感受，您怎能这样敷衍？”

丁龙强再次翻阅张朋的笔记发
现，他当天的笔记前半部分记的是如
何预防训练伤，而后半部分则写的是
他训练伤口有些发炎，担心参加不了
支队比武的复杂心情，篇幅足足有一
页半。丁龙强这才意识到，战士们对
批阅看得很重。

谈起这一现象，总队政治工作部
主任刘翔坦言：“一开始，基层带兵人
批阅不走心的现象不少，有的批阅脱
离笔记内容，批语跑题；有的把精力
用在纠正笔记的错别字上，战士辛辛
苦苦写一页，批阅人只写几个字，甚
至有的直接写一个‘阅’。”

他们调查发现，之所以出现“批
不到点子上”，批不到战士心坎上，主
要原因是不注重观察、了解战士，批
阅脱离实际；再是抓不住关键信息，
批阅有随意性。

总队领导介绍，他们对笔记批阅
进一步规范，要求紧扣笔记内容，发
现存在问题，搞好思想引导，注重发
现战士表现出来的错误认识、消极言

论和思想误区，有针对性地搞好纠偏
正向的引导，帮助战士提高思想觉悟
和境界，对于书写情况、别字错句只
能作为附带批阅内容，更不能把批语
写成日常表现。
“排长认真批阅，上教育课时我要

是不认真记笔记，肯定会‘挨批’，所
以教育课堂上得全神贯注。”总队通信
大队女兵张豆豆感慨地说，批阅笔记
不仅促进干部骨干带兵的责任感，也
调动了战士参与教育的积极性。

一年前，张豆豆写教育心得体会
时耍起小聪明：前半部分是自己写
的，后半部分原文照抄其他战友的。
结果，看到队长的批阅，她一脸尴
尬：“抄人家一半是什么意思？这好像
不是你平时的作风，做任何事情不能
投机取巧，相信你会主动改正！”
“没想到队干部批得那么仔细！从

那以后，上教育课再也不敢‘抛锚’
了。”张豆豆说。

笔尖上的谈心，零

距离的交流

都说女孩的心思你别猜。

可是，固定通信中队班长苏敏对
女兵胡中改的心思却了如指掌。
“对于那些善于表达的战士来

说，了解真实想法很容易，可对于那
些内心柔弱、不善交流的战士来说就
没那么容易。笔记批阅像一座桥，把
我们的心连在一起。”苏敏一边讲解
批阅笔记的收获，一边讲述曾经发生
的故事。

笔尖下有嗅觉。这周末，中队教
育课后，苏敏批阅笔记时发现胡中改
笔记记得比较凌乱，而且另一页的心
得体会大半部分写的都是话务业务不
精给自己带来的压力苦恼。
“我感到找到病根了，连续多天的

困惑有了答案！”当时苏敏在批阅中写
道：“从新兵连，我一直看着你成长，
其实我和你一样，最初也为业务苦恼
过，但一步一步坚持训练，业务水平
慢慢就上来了。过后我发现，只要肯
坚持，一定能进步。你很上进，但不
要着急，自己试着多挑战几次，业务
水平肯定会有新高度，希望你保持好
心态！”

胡中改向记者展示往期批阅的内
容说：“这是我离开学校之后，第一次
有人给我如此贴心的建议。一开始我
也确实有不愿意让别人看的顾虑，但
后来发现，每看一次批阅都是一种鼓
励，让其他战友看到了，可能会对他
们也有启发，想明白了，也就没啥了！”

记者随手翻阅一摞笔记本，只见
针对战士不同岗位、性格和表现，批
语有肯定成绩的、有鼓劲加油的，还
有提醒改正的，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情
感，贴心到位、发自肺腑。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小小笔记
本，及时批阅有学问。他们不仅从战
士的笔记中看到了教育效果，也看到
了战士的成长变化，还能找到做好经
常性思想工作的对策。
“从战士的笔记中，能洞察到隐藏

在心底的变化，像知心朋友进行零距
离交流，相互增进了感情。”问起批阅
笔记的感受，通信大队固定通信中队
中队长许凌杉说。
“抓住思想就抓住了一个人，批阅

战士的笔记看似在批笔记，实则是洞
察战士的内心世界，使经常性思想教
育更具有针对性，实现了‘笔尖下交
流，笔记中谈心’的效果。”总队政委
徐元鸿这样告诉记者。

如今，写体会已经成为官兵们的
一种习惯、一种养成。上等兵徐佳
说：“班长、排长的批阅，见证了我的
成长，我会把这一本本笔记当作军旅
纪念，永远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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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批阅：笔尖上的谈心
——武警河南省总队开展政治教育笔记批阅的一段经历

■翟晓伟 本报记者 张海华

部队每年的政治教育内容很丰

富，战士们的体会感悟各不相同，利

用好批阅这一有效载体不仅可以了

解大家的学习收获，更能促进干部

与战士之间的心灵沟通。正如阿基

米德所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

撬起地球。”某种意义上，笔记批阅

成为撬动基层部队官兵心灵沟通的

支点之一。

生活中，人和人交流有多种形

式。很多时候，通过笔尖交流这种方

式更容易拉近彼此的距离，一些平时

不好意思表达的话语，可以通过书写

来表达了；一些不适合在公开场合讲

的话，可以通过书写来互相交流了，

并且通过书写更能让人的思想沉静

下来，表达内心的情感也更加真挚、

细腻。对笔记进行批阅的过程，也正

是促进官兵交流思想、心灵碰撞、产

生感情火花的过程。

实践也证明，通过批阅笔记不

仅有效解决官兵平时交流存在浅层

次的问题，也使经常性思想工作变

得更加具有针对性。笔记批阅的过

程，也是调动群众人人参与做好思

想工作的过程，同时也通过互相批

阅进一步增强了对战士们思想心理

状态进行长期跟踪的持续性和有效

性。及时有效的批阅，也使一些潜

藏在官兵思想中的老问题得到化

解、新问题及时发现，实现了一本笔

记连通彼此心声、记录日常表现、见

证军旅成长、留下情感记忆的多重

效果。

电影《百鸟朝凤》里有一句经典

台词：只有把唢呐吹到骨头缝里的

人，才能拼了命把这活保住传下去。

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如此，找好了支

点，搭好了桥梁，投入真感情，当“匠

活儿”深耕就能实现锣鼓“此弦动，彼

弦应”，“最终其鸣得意”。这也正是

开展笔记批阅活动的初衷。

找
好
心
灵
沟
通
的
支
点

■
徐
元
鸿

“这次教育，大家先看视频，然后讨
论。”4月上旬，新疆军区某团一场“学强
军思想、讲强军故事、干强军事业”群众
性主题实践活动热烈进行。该团政治
处主任席涛简单开场白后，屏幕上的一
段视频吸引住了官兵的眼球。

视频里，一名士官正在 400米障碍
中奋力向前冲。过云梯时，他脚下突然
踩空，左小腿被云梯刮出一道五厘米长
的口子，血流不止。考官示意他停下包
扎伤口，但他咬牙坚持完成训练。“1分
49秒”，考官刚报完成绩，这名士官便因
失血过多晕了过去。

画面一转，镜头定格在这名士官身
上。“大家好，我是六连下士邵周全，是
‘晴空’国际军事比赛集训队员。上次
我的小腿虽然缝了 8针，但只要能代表

祖国出征国际赛场，这点小伤不算啥！”
“大家好，我是一连下士刘海飞，正

在备战军区侦察兵军事比武。”紧接着，
画面中又出现了另一名士官身影。视
频暂停，席涛手指着画面说：“刘海飞是
团里预选的备战军区侦察兵军事比武
集训队员。临行前一天，老家传来父亲
因病去世的噩耗，按时集训，是军人的
职责使命；请假回家，是儿子亲情所
在。经过一夜煎熬，他最终定下决心：
奔赴集训场，夺金报父恩。”

女儿持续高烧住院，教练员韩抱州始
终坚守岗位；驾驶员陈亚东拉运器材途中
突遇龙卷风，脸部被挡风玻璃碎片划破，
简单包扎后重新钻进驾驶室……45分钟
的视频，来自训练一线的6个强军故事，深
深震撼了官兵们。

“集训地处戈壁深处，艰苦的条件
加上超强度超负荷训练，对每名集训队
员身心都是极大的考验，但他们始终全
身心投身训练当中，这难道不值得我们
学习吗？”团长王成的一席话，让这场教
育现场的热烈气氛持续升温。
“我们虽所处不同岗位，但肩负同

样的使命，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需要立足本职苦练杀敌本领，确保一
声令下，拉得出、顶得上。”二连上士王
月亭站起身来接过话茬……官兵们一
句句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在教育现
场。教育结束后，
一场“向比武尖子
学习，做精武强军
标兵”的热潮在全
团兴起。

新疆军区某团用身边人身边事教育官兵——

六个强军故事一堂课
■罗未来 本报特约记者 许必成

“13年换了 12次岗，不管什么岗位，
熊未林都干得有声有色，成长为一名‘全
能型’班长，他的事迹不值得我们点赞
吗？”连日来，第 73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
“我为出彩的身边人点赞”活动，他们将
大家身边的“草根”典型搬到政工网上，
让优秀官兵网上炫彩，激发全旅官兵投
身练兵备战精武热情。
“身边的典型可亲、可敬，学起来有

标准，做起来有样板。”活动中，他们将
镜头对准基层，发动官兵寻找身边战友
的出彩事迹，围绕“我向典型学什么、立

足岗位怎么干”展开
讨论，引导广大官兵
把全部心思和一切
精力都放在练强打
赢本领上。

“组织叫干啥就干啥，而且是干一
行、钻一行、精一行。”当兵 13年来，熊未
林历经爆破手、驾驶员、修理工等多个岗
位，岗岗叫得响、事事过得硬。去年 4
月，熊未林接到集团军工化装备维修尖
子比武通知。他全身心备战比武考核，
常常加班至深夜。最终，熊未林带领战
友一举在比武中勇夺 5个课目中 3个第
一、1个第二，总评第一名的好成绩。

记者登录该旅政工网“我为出彩的
身边人点赞”活动专题网页看到，其中
既有军政互换，带领连队比武夺魁的
“血性连长”鞠星，也有埋头苦干为团队
培养一大批优秀骨干的“金牌教头”上
士班长张利清，还有苦练军事技能、在
各类比武中摘金夺银的“钢铁战士”下
士副班长谢契明。

“改革关头，无论特区山区都是战
区，无论单位主官还是部门主管都是战
斗力建设的主力……”“脖子以下”改革
全面展开后，该旅从经济特区换防到偏
僻山区，旅政治工作部主任倪绍徐在这
次改革中从团政委改任，他冲锋劲头不
减、干事标准不降，仍一门心思扑在工作
岗位上。

出彩官兵网上炫彩，干事创业奋发
有为。自活动开展以来，官兵们纷纷在
旅政工网“我为出彩的身边人点赞”活
动专题网页上跟帖点赞。“这些典型的
事迹好比‘路线图’，让我们学有榜样、
赶有方向，我一定要将素质练硬，本事
练强，把自己锻造成全能尖兵。”该旅一
营桥梁一连上等兵汤军在跟帖留言中
写下这段话。

第73集团军某旅开展“我为出彩的身边人点赞”活动

追求精彩才能不断出彩
■张 航 本报特约记者 赖文湧

记者调查

批阅学习笔记，不仅可以看到战士对教育内容的理解掌握情况，还能洞察到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图为武警郑州

支队警勤中队副中队长耿周媛与战士陈铿吉在交流。 孟凡军摄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