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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视点

微观察

聚焦基层部队士官队伍建设②

在第 80集团军某旅维修领域的“江
湖”里，修理一连下士刘武艺算得上是一
个响当当的人物。
“咱这里没有他修不好的装备！”连

队官兵对刘武艺的技术底气十足。这话
是不是说大了？记者在该旅采访，发现
“到处都流传着刘武艺的传说”。

去年底的一次课目演示，该旅合成
一营的坦克关键时刻“掉链子”：坦克一
启动，柴油就顺着排烟口喷流，应急赶来
的修理人员见状，无奈地摇摇头——“想
一时半会儿修好，难！”

10 分钟后就要进行课目演示了。
“我来试试！”只见刘武艺迅速打开坦克

后方的装甲板，对准油路部件捣鼓起
来。三下五除二，坦克“起死回生”，怒吼
着卷起一阵烟尘。“刘武艺有武艺！”现场
的掌声那叫一个响！

自此，“大师傅”的美名传播开来。
有些战士私下找到刘武艺想拜他为师，

豪爽的刘武艺来者不拒，尽心尽力，徒弟
们进步很快，有的还在比武中崭露头角。

就在这时，有人“好心”提醒：“刘武
艺，你这带徒弟还真得给自己留点‘武
艺’啊，不然他们翅膀硬了，要抢了你的
‘饭碗’。”

这话，让刘武艺想起一个老班长，就
是因为“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在
士官选取考核中，因为败给了徒弟而“名
落孙山”，不得不含泪脱下了心爱的军
装。

慢慢地，琢磨过味儿来的刘武艺“传

艺”开始留心眼：“皮毛”功夫还是教，但
到关键环节，总是含糊不清“卖关子”。

让刘武艺没有想到的是，不久后发
生的一件事儿，给了他一个深刻的警
示。一天，在家休假的他，突然接到连队
的催归电话：“演练在即，连队两台装备

急需修理，速速归队！”“让我那几个徒弟
试试！”刘武艺提醒连队干部。电话那头
叹了一口气，“你那几个‘高徒’捣鼓了好
几天，也没整出个‘动静’来，真不知道你
这个师傅是咋带的？”

一句话，把刘武艺整了个大红脸。
“一块砖垒不起一堵墙，一根梁撑不起一
间房。看来，这‘武艺’真不能再留了。”
刘武艺暗自反思。

刘武艺不再“留武艺”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赵 雷 杨国军

名师带不出“高徒”，

症结在哪里

在第 80集团军某合成旅，提起上士
生安起，那可是隔着门缝吹喇叭——名
声在外。他不仅精通驾驶、射击、通信三
大专业，而且多次在上级比武竞赛中名
列前茅。

去年，旅里组织专业比武考核，师傅
生安起“叱咤风云”，他所带的两名徒弟
却“折戟”赛场。
“大师傅”为啥没带出“好徒弟”？有

官兵私下嘀咕：显然是师傅没把真本事
传给徒弟。

记者对北部战区陆军基层部队百余
个重要技术岗位师傅带徒弟的情况进行
调查，发现“名师”带不出“高徒”的现象
并非个例。

某旅演练机动途中，一辆装备突然
“趴窝”，修理技师李兴桐亲自“主刀”。
虽然排除了故障，但抢修超时，拖了后
腿。在抢修过程中，李兴桐的徒弟、上等
兵杨志，始终没能独当一面。
“为啥到现在还是‘班长车里修，我

来递扳手’？”杨志肚里也有苦水：任务来
了，班长亲自上；任务完成后，班长也很
少有耐心“解疑释惑”。

其实，李兴桐也不是作风飘浮的老
班长。谈及“授徒不尽心”，李兴桐并不
讳言。两年前，营里决定让他担任维修
专业组训士官。起初，李兴桐一门心思
地把所有技术都端了出来。可“带徒
弟”却把他“带”伤心了。

原来，维修技师是一个专业性很强
的岗位，工作不仅又脏又累，还需要长
期的钻研和付出。有些战士缺毅力少
耐心，有的脚刚迈进门就打“退堂鼓”，
有的学到半路改了专业。“带过了几茬
徒弟，留下的却屈指可数”，看着自己的
心血付之东流，久而久之，李兴桐“授业
解惑”的激情也像风吹薄雾——渐渐消
散了。

走访北部战区陆军部队，记者发现
有的基层单位的人才“家底”虽厚，但人
才的辐射帮带作用发挥不明显，“大师
傅”传技“犹抱琵琶半遮面”现象不容忽
视。

“大师傅”的最高境

界，是带出比自己更强的

徒弟

在一些关键技术岗位，“绝活”就是
“铁饭碗”。记者采访中发现，一些技术
高手不愿带徒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就是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想得窄了，做的时候就不大气。”体

验过师傅和徒弟两种身份的某炮兵旅四
级军士长肖航感触颇深。

肖航先前是“特级驾驶员”，后转
行成为自行火炮技师，这个岗位对技
能要求很高，需要不断揣摩实践。他
认为，在这样高标准的要求下，“自学
成才”往往显示出局限性。他目前有 3
个徒弟，有初出茅庐的义务兵，也有转
岗过来的士官。“基本维修知识 3 个徒
弟都掌握，但一到具体领域，技巧和知
识储备就不够了，需要反复指点才
行。”肖航说。
“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浪需要前浪

引。”北部战区陆军领导告诉记者，从人的
成长成才规律看，基层官兵个体素质存有
差异，无论是学技能，还是研究重大课题，
师傅带徒弟，都是实在管用的办法。
“帮带也是播种，传承也是再生。”这

是很多士官“大师傅”的共同感受。

第 79 集团军某合成旅三级军士长
胡顺和，堪称“装备技术活字典”。战士
们说，胡班长给军械“看病”神了：“咔嚓、
咔嚓”几个动作，“病症”号得准准的，“药
方”开得妥妥的。

提起胡顺和，他的徒弟、上士李龙眼
神里充满了崇拜：“我们之所以喜欢跟着
胡班长，是因为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教
起徒弟来毫无保留。”
“囊中羞涩的人，才会护紧口袋；登

高望远的人，必然满目春光。”连队指导
员杨晓峰很了解胡顺和。他告诉记者：
“对于一个重要技术岗位人员，最珍惜的
肯定是自己的业务技能。如果没有以大
局为重的胸怀，搞‘技术封锁’，就不可能
带出‘好徒弟’。”

这些年，一些院校和知名企业多次
向胡顺和抛出橄榄枝，都被他一一回
绝。胡顺和说，他在意的不是这些，担心
的是自己的“绝活”哪天真成为“传说”
了。所以，他恨不得多带一些徒弟，恨不

得徒弟们都学会自己的“绝活”。
担任技师期间，胡顺和培养出了集

团军有名的维修“四大能手”，先后为单
位培养出60余名“一级驾驶员”。
“你就不怕徒弟们超过你？”面对记

者提问，胡顺和眼睛里闪着平静的柔光，
笑吟吟地说：“被人喊了十几年班长，如
果他们超过我，我很乐意啊。徒弟出息
了，那不证明师父更有能耐吗？”
“大师傅”的最高境界，就是带出比

自己更强的徒弟。前不久，该旅组织“军
旅生涯你最崇拜的偶像”评选活动，胡顺
和位居首位。
“一个优秀的徒弟，往往也是师傅的

磨刀石。”某旅上士安仕富在长达 12年
的“射击史”中取得荣誉无数，也带出了
一大批“神枪手”。随着大批高学历高素
质战士入伍，他有一个感受越来越强烈：
面对年轻一代战士的“知识饥渴”，有些
士官师傅“桶”里的水明显装不满士兵徒
弟的“碗”。

军队的战斗力是一

条无形的责任链，战场胜

负取决于这条责任链的

强弱

“5个 90%相乘等于多少？”
第 79 集团军某旅政委刘海涛在士

官骨干培训会上抛出这道数学题时，不
少人似乎愣了神。大家一算得出结果：
约等于59%。
“这是一道数学题，也是一道生死

题。”刘政委告诉大家，数字从来不是游
戏，它揭示的是一个深刻的道理：军队的
战斗力是一条无形的责任链，战场胜负
取决于这条责任链的强弱，即每个节点
的牢固程度。任何一个部位“塌腰”，都
会削弱整体战斗力。

无所保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某特战旅三级军士长赵玉伟是一个典型

代表。
“伞降教头”赵玉伟当兵 20年，跳过

空降兵所有机型、伞型，7次成功处置空
中特情，是空降兵部队首位能进行“双
语”教学的教员。汶川抗震救灾“伞降十
五勇士”中有两人是他的徒弟，曾连续
10年担任外军伞兵培训教员。

从空军调入陆军后，仅 2014 年，赵
玉伟就组织了 4期伞降骨干培训，带出
了70名伞降骨干和 200多名跳伞员。
“带出‘好徒弟’是士官之责，事关部

队战斗力建设。”赵玉伟说，选择当“大师
傅”，就等于担起了为单位培养人才的重
任，既是艰苦的劳动，又是神圣的事业。
“有朝一日脱下军装，你培养的学生却已
成为军营的栋梁之材时，你会品味到人
生的真正价值。”

有了敢担当的“师傅”，就不怕培养
不出过硬的“徒弟”。提起师傅、四级军
士长周连军，某旅中士张晗充满敬意：
“我们取得了不少训练成果，得奖的数量
甚至比师傅还多，那是因为我们站在了
师傅的肩膀上。”

徒弟跟着师傅能学到什么？采访
中，士官骨干们的表述各自不同，但最核
心的内容却是相通的：师徒之间是技艺
的传授，更是人品的教导。
“我能成为今年的提干对象，都是我

师傅梁浩悉心帮带的结果……”说这话
的是某旅下士张真强，他口中的“师傅”，
是提干培训归来在连队任排长的梁浩。

从士官到军官，从当兵到带兵，和张
真强一样，回顾自己的一路成长，梁浩同
样感慨万千：“没有银班长，就不可能有
我的今天。”
“银班长是谁？”梁浩告诉记者，是

三营七连副连长银帮真，此前是自己
的班长也是自己的师傅。唠着唠着，
梁浩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要不
是银班长，我就不会练就那一手过硬
“绝活”，更别说立功提干了。

接下来的采访，让记者更为惊奇
的是，银帮真的师傅李家乐现在是一
营副营长。“成就别人，其实就是成就
自己！”李副营长笑意漾在脸上。

倾囊相教“传”，悉心竭力“帮”，以身
作则“带”，演绎了四代士官师徒“接力提
干”的动人故事，也催生了“一生二、二生
四”的“人才裂变效应”。

采访中记者欣喜地看到，北部战区
陆军基层各部队士官“大师傅”们正用自
身的行动，书写着军营版“新师说”。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

声。”随着我军改革的深入推进，士官从
事的岗位越来越多样，担负的任务越来
越重要。回头再看那些“豁达”的士官师
傅们，就不难理解了：正因为舍弃了个人
私利，他们的技术和经验得到传承，他们
从事的事业后继有人，而他们的崇高必
将被战友们传颂、铭记！

版式设计：梁 晨

大师傅，如何书写军营“新师说”
——北部战区陆军基层部队士官队伍传帮带情况新闻调查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赵 雷 张 楠

今年两会期间，习主席在出席解放

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勉励

在座的士官代表说，努力做大师傅，带出

好徒弟。

韩愈《师说》中云：师者，所以传道授

业解惑也。师傅带徒弟自古有之，有道

是“名师出高徒”。现实生活中，师徒关

系处处可见，老兵与新兵，老班长与年轻

士官……军营“三百六十行”，大凡带教，

都会有师承关系。

士官队伍中，有的是技术大拿，有的

是管理骨干，有的军事素质过硬，有的精

通武器装备……这些年，师傅带徒弟这

一优良传统有不同程度淡化。有的士官

不愿“授徒”，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还有的不下功夫“授徒”，片面强调“师傅

领进门”。如此一来，难免会出现精湛技

艺和优良作风失传、人才培养成本加大

等消极现象。

其实，不管时代如何发展，师傅带徒

弟这一优良传统都不会过时。因为，实

践永远是最好的老师，而身边有师傅无

疑是年轻官兵适应工作岗位的一条捷

径。美国的沃顿商学院曾做过一项研

究：一家高科技公司里1000名员工参与

师徒制5年后，获得升迁的比率是没有

参与师徒制员工的5倍。而担任师傅的

员工，获得升迁的比率是没有担任师傅

的员工的6倍。

一声“师傅”千斤重。有人形象地

说，如果机械化战争是师长的战争，那么

信息化战争则是士官的战争。战争的目

的是战胜敌人，赢得胜利。一名好兵的

最高标准就是能打胜仗，只要能打胜仗，

“绝活”多多益善。从这个角度讲，提高

士官队伍指挥战斗、组织训练、管理教育

的能力，就是在提高部队战斗力。

新芽嫩枝多扶持。再好的师傅带出

一个好徒弟估计也得一两年时间。所以，

“大师傅”当有大胸怀。一个人的能力终

归有限，而集体的力量却是无穷的。如果

能把自己有限的知识传授给尽可能多的

人，就等于把一个人的能力成倍放大。

师傅有倾囊相授的胸怀，徒弟有虚

心好学的态度。师徒之间互帮互学共同

进步，这种建立在共同事业上的纯洁友

谊又超乎传统狭隘的师徒关系，有利于

增强强军兴军的凝聚力。

“本事不换代，早晚被替代。”在知识

更新加快的信息化时代，年轻徒弟已不

是先前的“愣头青”。虽然缺乏实际工作

经验，业务技能比较稚嫩，但他们往往文

化层次较高、掌握新知识较多，在许多方

面完全可以“反哺”师傅。这样，就能形

成师徒共进教学相长的良好互动态势。

从战火硝烟中走来，向着世界一流

军队目标奔去。回望我军发展历程，人

民军队为什么能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

主要原因是，干革命谁都没有“留一手”。

世界一流军队由世界一流军人组

成，世界一流军人靠世界一流素质支

撑。人才综合素质越高，强军兴军的基

础就越牢；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越多，打

赢未来战争的把握就越大。面对国防和

军队改革的深入推进，强军兴军新局面

的开创，师傅带徒弟的好传统，很有必要

在军营各个岗位发扬光大，并不断通过

创新赋予新的内涵。如此这般，“大师

傅”才能带出“好徒弟”，才能在改革强军

的时代考卷上答出“好成绩”。

一声“师傅”千斤重
■刘建伟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广泛开展“传帮带”活动，强化了士官队伍的“授业”意识，有效加速士兵成长成才。 崔 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