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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是如期而至，但仍备受关注。生

在新世纪、长在新时代的00后新兵开始

走进军营，完成自己的“成人礼”，接过

强军的“接力棒”。

“二次元”“网生代”“独二代”……尽

管很多00后新兵反感被定义，但“青年

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时代烙

印终究会在代际截面上留下或深或浅的

痕迹，最终浓缩为各种青春标签。

“自我”，就是其中之一。

一份问卷调查显示，“保家卫国”虽

是绝大多数新兵参军入伍的主要动因，

但几乎每个人都有强烈的入党考学、选

取士官、学习技术、考试加分等个人目

的。一名新训班长说，班里8人全是大

学生，都是奔着考学提干来的，刚到部

队就打听相关政策。

“高中毕业后找了几次工作，用人

单位门槛高，自己又没有什么一技之

长，所以就来当兵‘镀镀金’。”有的新兵

直言，有机会能够考学提干，就在部队

好好干，不行干两年就退伍。有的则坦

言，即使期望难以实现，退伍也能拿到

一笔不菲的补贴，既体面又实惠。

把参军当成“跳龙门”，把部队看作

“打工地”，把训练当作“体验课”；“找饭

碗”参军，“图实惠”入伍，“圆梦想”从

戎；强烈的自我意识，精致的自我设计，

夸张的自我表现……面对这样一个个

“自我”，一些带兵人直呼“看不懂”。

“部队的确是一所大学校，但不是

人才市场，不可能想来就来、事事如

愿。”一些带兵人担忧，这些新兵走过的

多是舒适愉悦的“平安路”，憧憬的都是

风调雨顺的“直线路”，一旦理想与现实

产生巨大落差，愿望难以实现、期望难

以落实，就可能出现思想波动，甚至打

起“退堂鼓”。

忧虑属于正常。军队是一个武装

集团、战斗集体，最讲究服从命令、整齐

划一。如果过分地强调自我为中心，过

度地设计成长“路线图”，就容易陷入狭

隘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窠臼，个

人梦就难以融入中国梦强军梦，最终影

响部队凝聚力战斗力。

过虑大可不必。有一句流行语

叫：“与你有关的才叫未来。”我们要看

到，并非新兵所有的梦想都一定要“高

大上”，有一点个人的“小九九”，不仅合

乎人之常情，而且也是客观现实。心理

学家帕特里夏·林维尔曾把人的多面性

称之为“自我复杂性”，且研究发现，适

度的“自我”可以成为抵御消极体验的

“缓冲器”。

也就是说，“自我”并非一无是处，

而是大有可塑之处。00后新兵只要清

晰地认识自我、正确地看清自我，就能

更好地融入集体、成长成才。

个人梦连着强军梦，个人路通向强

军路。军人的前途命运历来与国家民

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与军队的发展

强大休戚与共。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

00后新兵的成长轨迹，但我们必须要做

的，就是聆听他们的声音，回应他们的

关切，引导他们以“自我”为支点画出一

个更大的圆：这个“大”，是大胸怀、大视

野；这个“圆”，是强国强军同心圆。

声乐界有句名言：“内心的琴弦是对

心灵真正的回应。”对于一线带兵人来

讲，面对入伍动机多样、价值取向多元、

思想观念多变的00后新兵，不仅要多一

些尊重和理解，拿出真心、付出实意，因

为那是青春与时代碰撞的火花；更要多

一点欣赏和鼓励，捧出真情、带着实感，

因为铿锵前行需要充足的动力。

水滴入海，才能永不干涸；泥土积

山，方能成其巍峨。对于 00后新兵来

说，关注自我的同时，“画一个更大的同

心圆”，是以初心为原点的筑梦，更是认

知层面的思想蜕变。以阳光的心态拥

抱军营，以宽阔的视野认识军队，以长

远的眼光看待成长，挣脱“自我”桎梏，

不断突破“小我”，才能够成就真正的

“大我”。

有一句电影台词说：“你连世界都没

观过，哪儿来的世界观？”我们丝毫不用

怀疑，这批自带网络基因、拥有个性追

求、具备创新思维的“世纪骄子”，经过军

营的砥砺、洗礼和淬炼，一定能够不断成

长，不断改变，不断超越自我，在强国强

军的“公转”中找到“自转”的轨迹。这才

是真正的成长，这才是真正的进步。

“身体结实了，浑身有劲了，想法改

变了。”“一天一个样，一月大变样，渐渐

有兵样。”年仅18岁，短短两个月，这批

00后新兵已经展示出超强的适应、改变

和再生能力。青春脉动，生生不息，我

们还用担心从社会青年到合格军人的

距离会远吗？

（作者单位：郑州联勤保障中心）

关注00后新兵·进步

完成“成人礼”要过好“自我”这一关
■许春林

基层心声

长城瞭望

玉 渊 潭

八一时评

长城论坛

有一本畅销书叫《这是你的船》，也

许很多人都阅读过或者听说过，但其背

后的故事，可能鲜为人知。

这本书的作者阿伯拉肖夫，曾是某

军舰的一名舰长。这艘军舰一度管理

混乱、士气低落、人心涣散。阿伯拉肖

夫上任后，经过深入调查摸底，开始与

官兵进行密集聊天，并常常问这样3句

话：“你最喜欢本舰的哪一点？最不喜

欢哪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你希望我们

做出哪些改变？”

正是这种真诚的朋友式聊天，拉近

了舰长与普通官兵的距离，打消了大家

的拘束和漠然，纷纷开始对改进管理和

提高效率献计献策。仅仅两年时间，这

艘战舰就脱胎换骨、华丽转身，成就一

段传奇。阿伯拉肖夫把管理战舰的经

历和经验，写成了《这是你的船》一书，

引起强烈反响。

“这是你的船”，意味着船上所有人

都是主人，风雨同舟、齐心协力，才能乘

风破浪、抵达彼岸。如果各划各的桨、

各喊各的号，就可能船倾樯覆，每个人

都难以幸免。这句话也道出了一切管

理的核心目标：要想让成员真正去关心

和爱护这个集体，就必须强化主人翁意

识，使人人有归属感、获得感、荣誉感。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部队是一

个纪律严明的地方。但服从不是简单

地我令你行，也得有温度；管理也不是

一味地我打你通，也要讲科学。相信官

兵、依靠官兵、成就官兵，最大限度地调

动其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真正使人人

当主人、个个尽责任，才能形成发展合

力、成为钢铁集体。正如阿伯拉肖夫在

书中所写：“我的经验告诉我，只有帮助

人们发挥他们的潜力，实现他们的价

值，你才能完成那些在传统的‘命令-

控制’体制下不可能的任务。”

“单纯依靠命令的领导方式都是行

不通的。即使这种方法可能会带来一

些短期利益，它的长远后果会是灾难性

的。”如果不讲民主、缺乏尊重，让战士

感觉不到“这是我的船”，感受不到“家

的温暖”，纵然一时被管服、制服、压服，

但口服心不服、出工不出力，最终难以

实现既定目标、成就强军事业。外军的

一次问卷调查就显示，大多数士兵离开

部队的主要原因，不是薪水低，而是“觉

得自己没有受到尊重”。这一结果，同

样值得我们反思。

有人说，在部队没有带不好的兵，

只有带不好兵的官。这话虽然有些绝

对，但也不无道理。充分尊重战士的主

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尊重士兵的人格和

自尊，让每一名官兵都树立以队为家的

归属感、携手共进的责任感、能打胜仗

的使命感，勇挑大梁、争唱主角、敢打头

阵，强军巨轮才能直挂云帆、劈波前行。

（作者单位：武警新乡支队）

让战士感到“这是我的船”
■刘 锋

俗话讲，“妻贤夫祸少，夫廉家安

宁”。夫妻关系是家庭中最基本的关

系，也是“齐家”最关键的一环。但“妻

贤”似乎更为关键，正所谓“家有贤妻，

则士能安贫守正”。

《隋唐嘉话》记载，有一天唐太宗罢

朝，怒曰：“会杀此田舍汉！”长孙皇后问：

“谁触忤陛下？”帝曰：“岂过魏征，每廷争

辱我，使我常不自得。”皇后退出并穿上朝

服立于大庭，帝惊曰：“皇后何为若是？”对

曰：“妾闻主圣臣忠。今陛下圣明，故魏征

得直言。妾幸得备数后宫，安敢不贺？”

唐太宗只看到了魏征犯颜廷争的

不留情面，却没看到根本所在。长孙皇

后看到了更深层的原因，点明了“陛下

圣明，故魏征得直言”的辩证关系。而

且，“主圣”“圣明”4个字把太宗也“抬”

了起来，再加之穿上正式朝服到庭外恭

候，按君臣之礼祝贺，太宗心里更是热

乎乎的，也看到了小事情的大意义，自

然会跟魏征冰释前嫌。

古往今来，尽心竭力支持丈夫干一

番大事业的妻子不胜枚举，而长孙皇后

可谓其中的典型代表，不仅很贤慧，而

且有智慧。试想，如果此时长孙皇后再

煽风点火，来几句“此田舍汉当杀”之类

的恶语，唐太宗恐将失去一位直谏之

臣，也就不会有“以铜为镜，可以正衣

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

可以明得失”的千古名言了。

长孙皇后一生贤良淑德，临终之时

仍不忘向唐太宗举荐房玄龄“小心谨

慎，奇谋妙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漏

泄，非有大故，愿勿弃之”，同时要求对

自己娘家人“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

奉朝请”，最后还恳请把自己“因山而

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

以木瓦，俭薄送终”。这正应了那句古

话：“家之良妻，犹国之良相。”

历史上，“犹国之良相”的皇后不在少

数，明朝的马皇后更是宅心仁厚。《昨非庵

日纂》里讲，马皇后病情加剧，不肯服药。

明太祖多次劝说，终不肯。皇后曰：“死生

有命，虽扁鹊何益？吾服药而不瘳，陛下

宁不以爱妾之故而杀此诸医乎？不忍其

无罪而就死地也。”皇上说：“第服之，纵万

一无效，吾当为汝贷之耳。”后终不服药而

崩。仁厚的人常有，但马皇后却走向了仁

厚的极致，令人景仰。

其实，“良相”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

“良妻”。常常激怒唐太宗的魏征，是杰

出的政治家和一代名相。然而，很少有

人知道其背后也站立着一位伟大的女

性——夫人裴氏。魏征过世，唐太宗“命

百官九品以上皆赴丧，给羽葆鼓吹，陪葬

昭陵”。裴氏阻止说：“征平生俭素，今葬

以一品羽仪，非亡者之志。”悉辞不受，以

布车载柩而葬。裴氏一生懂分寸、淡名

利，安贫若素，同样值得后世铭记。

家有“良妻”，勤俭持家，相夫教子，

自然家庭和睦，生活美满。然而，堡垒

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些别有用心之人

为售其奸，往往采取迂回战术，改走“夫

人路线”。这时候，那些深明大义的夫

人，往往能守住“后院”、把住“后门”，意

志坚定、不为所动，尽了自己该尽的责

任，也给丈夫帮了大忙。正如茅盾在

《尚未成功》一书中所写：“然而他幸有

贤内助，一句话又提起了他的‘壮志’。”

遗憾的是，有少数妻子却未能做到

这一点。从近年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

个别“贪内助”不仅没有守住“后院”，而

且是“后门”洞开，或出演“经纪人”，为

丈夫的权力代言，明目张胆与人谈判开

价；或充当“批发商”，倒腾公共资源，进

行权力寻租；或热衷“二人转”，丈夫前

台倡廉，妻子后台收钱。结果，“一人

贪，全家瘫，夫妻双双把牢钻”。难怪一

位贪官悔恨莫及：“冰冷的手铐有我的

一半，也有我妻子的一半。”

俗话讲，夫唱妇随。一个和谐的家

庭，“妻贤”是一个重要方面，关键还在于

“夫廉”。很多革命前辈一生国而忘家、公

而忘私，也带动配偶严于律己、贤良恭俭。

邓颖超收下延安人民带给周总理的小米，

却坚决留下粮票和钱：“共产党人不能搞这

一套。”陈毅夫人张茜怀孕期间，也拒绝司

机接送上下班：“要注重群众影响。”每位党

员干部都要从自身做起，知法守法、防贪戒

贿，教育引导配偶做明智正派的“贤内助”，

不吹谋取私利的“枕边风”，切实让家庭成

为幸福的港湾、心灵的栖息地。

《诗经·小雅》里有两句诗：“妻子好

合，如鼓瑟琴。”妻贤，夫廉，每个小家都

能弹起这美妙的乐章，整个社会才会

“天朗气清，惠风和顺”。

家有贤妻则士能安贫守正
■李志华

“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11月

6日至11日，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

航天博览会在珠海举行。

彩练当空舞，战鹰腾云霄。不出

所料，一场万众期待的空天盛宴如期

上演：多架歼-20隐身战斗机以新涂

装、新编队、新姿态进行飞行展示；

运-20大型运输机重装飞行，劲舞苍

穹；轰-6K、空警-500、歼-10B、翼

龙系列、反隐身雷达等众星云集，齐

聚亮相；“八一”“红鹰”两支“蓝天

仪仗”联袂炫舞，技惊全场。

“国之重器，不可以示人。”出人意

料的是，多件高端武器首露真容：彩虹

家族的最新型无人机彩虹-7首次亮相，

我国“天和”号空间站核心舱首次对公

众开放，新一代运载火箭家族首次对外

展示；首次参展的展品有45项，展品结

构首次实现“陆、海、空、天、电”全领域

覆盖……这一个个“首次”惊动四座，也

让世人看到了一支军队的强大与自信。

航展，不仅是世界航空技术发展进

步成果和未来空中装备发展趋势的展

示平台，也是一个国家和军队展现自

信、开放与实力的重要窗口。世界看中

国，民众看军队。回首22年来的非凡

历程，中国航展一届比一届精彩，规模

一次比一次宏大，表演一场比一场惊

艳，展品一件比一件重磅，已成为强国

强军的窗口、改革开放的窗口、军事

交流的窗口。透过这扇窗口，中国军

队在与世界各国军队相互交流、增进

了解、互信合作的同时，也传递着一

个重要信号：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上，

我们将越来越开放透明，越来越自强

自信。

就在两年前，当人们对歼-20能否

公开亮相珠海航展而心存疑虑、对讨论

战机性能还“犹抱琵琶半遮面”时，一

条重磅消息不胫而走：中国自主研发的

新一代隐身战斗机将进行飞行展示。

“没想到它咻的一下就来了”，尚处于试

验阶段的歼-20在万众期待下的惊鸿一

瞥，不仅兑现了“中国空军将以前所未

有的开放姿态，向公众展出种类更全、

新装备更多的建设发展成就”的承诺，

也让中国人民对人民军队更有信心，让

世界人民对中国军队更加放心。

开放的背后是自信，而自信源于

实力。一支军队的自信，需要用能力

和实力来支撑。首都9·3胜利日大阅

兵，从抗战老兵的军礼到英模部队方

队的铿锵步履，从钢铁洪流的机械化

劲旅到“大国长剑”的战略导弹部

队，令现场观众群情激奋、信心满

满，“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迅速成为

网上热词。也门撤侨，海军特战队员

进行警戒的标牌上写着：“这里是中国

海军所设安全区，闲人勿近！”这种勇

气与自信，源自于使命担当，更根植

于过硬实力。

自信是一种胸怀、一种姿态、一

种视野，也是“一幅需要付出很高代

价的作品”。自信不会凭空而来。正如

珠海航展这幅“作品”一样，这些看

得见、摸得着的“真家伙”，不是从天

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靠仿制、购买、

引进的，而是经历了从“望尘莫及”

到“同台竞技”、从“跟踪发展”到

“自主创新”、从“合作伙伴”到“对

等合作”的艰难探索、不懈奋斗。面

对各种赞叹与惊羡，我们可以信心满

怀、激情满格，但没有理由自我陶

醉。因为，与先进国家相比，我们的

差距还相当明显，既不能妄自菲薄，

也不能盲目自信。

展示实力并非炫耀武力。开放的

军队，从来不会孤芳自赏、妄自尊大；自

信的军队，眼光始终跟随时代、瞄准世

界。当今之中国是一个开放的中国，当

今之中国军队也必定是一支开放的军

队。坚持多向外走、多出去看，多参加

中外联演联训，多参与国际军事竞

赛，多实施海外救援行动，在开放中

学习，在交流中进步，在合作中提

高。开放的胸怀与气势，交流的真诚

与收获，必将使中国军队更加自信成

熟地面对世界，更加沉稳果敢地走向

世界，忠于使命，高飞远航。

（作者单位：69250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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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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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一分钟，中国会发生什么？

北京一分钟，中关村科技园创收

1009万元；上海一分钟，首飞的国产大

飞机飞出5000米；广东一分钟，在港珠

澳大桥可行驶1670米……最近一段时

间，《中国一分钟·地方篇》系列微视频

红遍网络，激越人心。

一分钟，军人能干些什么？

三军仪仗队护卫国旗前进116步，

中国海军亚丁湾护航舰队前行920米，

坦克连长柳王风能完成快瞄击发30次

命中26发……《军人一分钟》更加精彩

纷呈，振奋军心，鼓舞士气。

一分钟，或许对于很多人来说，连

抽一支烟的工夫都不够，聊会儿天说

两句话就过去了，甚至根本没有在意

过。但对于军人来讲，一分钟意味着

要警惕60秒，夙兴夜寐、枕戈待旦。一

分钟，可以从中聆听到强军兴军的铿

锵足音，触摸到人民军队拔节生长的

强劲脉动，感受到广大官兵砥砺前行

的蓬勃活力。

一分钟很短，有时短到除了非得

计 时 不 可 ，才 会 有 人 想 到 这 个 概

念。党的十九大描绘了国防和军队

建设“三步走”的宏伟蓝图，从现在

到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看起来时间

很长，实则时间紧迫、任重道远，容

不得丝毫懈怠、些许敷衍。“子在川

上曰，逝者如斯夫。”阔步新征程，肩

负新使命，没有“时不我待、只争朝

夕”的紧迫感，没有“一日不为、三日

不安”的责任心，时间就会如白驹过

隙，“悄悄地从指缝间溜走，握也握

不住”。

一分钟也很长，正所谓“百尺高台，

起于垒土”。国泰民安，源于军人每一

分钟的无悔坚守；岁月静好，源于军人

每一分钟的负重前行。军人的每一分

钟，都在创造无价的和平。强军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人民

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

貌一新，正是源于每一名军人的锲而不

舍、坚持不懈，源于每一分钟的攀登不

停、跋涉不止。

“把蓝图变为现实，是一场新的长

征。”滚滚的强军洪流，是由一个个“一

分钟”汇聚而成；巍巍的强军事业，是由

一个个“一分钟”接续而来。不积跬步，

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每一名军人都从每一分钟做起，一步一

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在一个个一分

钟中跑好属于自己这一棒，在一个个一

分钟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积小成

大、久久为功，才能汇聚起强军兴军的

磅礴力量。

从“一分钟”里聆听强军脉动
■张 磊

个别单位在对家庭困难官兵进行
补助时，对家庭变故、重大疾病等敏感
信息甚至个人隐私也进行了详细描
述。信息公开是公平公正的重要前
提，但在执行公示规定时也要掌握好
分寸，防止让受助对象感到压力，甚至
产生心理负担。

这正是：
家庭困难应补助，

个人隐私须保护。

信息公开是前提，

关爱体现细微处。

张学士图 黄钟越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