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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未进营院门，先闻欢笑声。
11 月中旬的一个周末，记者走进

武警泰安支队，发现网络轻喜剧《二中
队的教育课》成为官兵关注的热点。

点开支队强军网影视频道，《二中队
的教育课》目前已经更新至21集，每集
约5分钟。“刚更新的这集《天上掉‘馅
饼’》，讲的是网络诈骗有哪些表象和防
范措施。”上等兵孟凡希告诉记者，前不
久他差点着了网络骗子的道，幸好有这
集短剧的及时提醒才没有上当。
“拍摄网络短剧的创意来源于一次

调查。”支队政治工作处主任刘锟介绍
说，去年初支队领导调研发现，官兵对
传统“我说你听”的教育形式兴趣不
浓，往往是“台上激情洋溢、台下哈欠
连天”，教育效果差强人意。而互联网
上一部只有几分钟甚至几十秒的短片，
却令官兵津津乐道。

是墨守成规走老路，还是紧跟时代

开辟新途径？支队党委一班人达成共
识：要想打破传统教育模式“阵痛
点”，就要抓住广大官兵“兴趣点”，占
领主题教育“制高点”。

于是，他们借鉴网络短视频形式，
搜集容易引发官兵共鸣的故事与热点，
巧妙结合理论知识，立足官兵自编、自
导、自演，把传统教育以官兵喜闻乐见
的短剧形式呈现出来。

怎样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党费怎么
交……短剧中，故事线索均来自与官兵
紧密相连的人和事。一幕幕巧妙情节让
官兵笑得前仰后合，一条条深入浅出的
道理让大家深思感悟，一个个知识热点
在不知不觉中直达官兵心灵深处。
“网络短剧以直白、简洁、高效的方

式讲述一个故事、阐明一个道理，5分
钟网上课堂产生的效果甚至大于50分钟
网下课堂的效果。”支队政委陈云龙介绍
说，官兵通过参与编排、出演，角色从

受教育者变成了教育者，参与教育的积
极性大大提高，人人都是“小指导员”。

短视频《泰山上的朗读者》拍摄的
是官兵利用执勤间隙学习习主席重要论
述的故事。
“青年的人生之路很长，前进途

中，有平川也有高山，有缓流也有险
滩，有丽日也有风雨，有喜悦也有哀
伤。心中有阳光，脚下有力量，为了
理想能坚持、不懈怠，才能创造无愧
于时代的人生。”下士宋铁告诉记者，
当他站在山上朗读习主席这段话语
时，更加坚定了在部队成长成才的信
心和决心。

鼓舞士气，振奋人心。《二中队的
教育课》开播一年多来，受到支队上下
一致点赞，官兵们的精气神更旺了，战
斗力也更强了。今年以来，支队先后圆
满完成等级警卫、押解等 10多项重大
任务。

5分钟缘何“大于”50分钟？
——武警泰安支队探索军营短视频教育新形式

■高 飞 苏 昊 本报记者 代 烽

12 月初的一个周末，第 83集团军
某旅合成四营教导员吴永涛来到营值
班室检查。翻看官兵外出登记本时，
他发现一个奇怪现象：火力连本周没
有人员外出。随后，吴永涛又往前翻
了几页，发现过去两周外出人员中也
鲜有火力连的官兵。
“火力连最近两个周末外出人员锐

减，这是为啥？”离开值班室，吴永涛
随即来到火力连。他发现本该热闹的球
场冷冷清清，战士们大都待在屋里玩着
手机，整个连队缺少生气。吴永涛找来
几名战士了解情况，战士们大都支支吾
吾地说：“外出也没啥事，待在房间里
休息挺好。”

从战士们的言语和表情中，吴永涛
更加肯定其中必有蹊跷。在他的一再追
问下，火力连连长苗志豪才慢慢道出其
中原委。

原来，不久前连队一名战士外出
超假被机关通报，营里也对他们进行
了严肃批评。连务会上，谈及此事
时，连队一名老班长提醒说，今年以
来连队全面建设形势较好，又在几次
大项任务中表现突出，年底评选先进
的希望很大。临近年终岁尾，一定要
加强人员管控，防止关键时刻掉链
子。其他几名干部骨干也提出，应该
让官兵们把注意力放在年终考核上，
文体活动也可以暂时放一放。

听了大家的意见建议，苗志豪觉得
颇有道理，于是当即决定：年终评先结
果出来前，无特殊情况连队官兵尽量不
要请假外出。同时年终考核前禁止官兵
从事打篮球、踢足球之类的剧烈体育活

动，防止出现意外伤造成“非战斗减
员”，影响考核成绩。
“先进连队是综合全年表现评选出

来的，旅营两级党委都不会因为一个
连队在年终岁尾出问题就否定其全年
工作。”吴永涛当场批评了火力连这种
“消极保安全”的做法，“这种干扰正
常生活秩序的保安全，非但起不到好
的效果，无形中还增加官兵心理压
力，反而容易诱发问题。”

听了教导员的批评，苗志豪意识
到了自己的错误，羞愧地低下了头。
随后，他当场公布：解除“禁令”，周
末正常外出，同时恢复各类文体活动。

从那以后，火力连又恢复了往日
的活力，球场上重现欢声笑语。干
部骨干也不再焦虑战士外出安全问
题，而是一门心思紧盯练兵备战，
研究改进训练方法，提升连队的训
练成绩。

外出名单为啥不见火力连战士
■曹志国 朱炜昊

潜 望 镜

这几天，第 72集团军某旅新兵吴
文正有点小郁闷。为啥？用连队指导
员杨林的话说：好心办了坏事。

吴文正，说是新兵，其实也是
老兵。早在 2014 年 他就曾参军入
伍，2016 年因名额有限未能选取士
官退出现役。在地方打了两年工的
吴文正，一直怀念部队生活，今年
又报名参军，成为一名二次入伍新
兵。

有过两年部队工作生活经历，吴
文正的新兵连生活过得很“惬意”。
这不，当其他新兵还在为如何将被
子捏出棱、角、线发愁时，他的被
子早已叠得方方正正。当然，有着
这一“先天”优势的他也没闲着，
而是力所能及地协助骨干开展训练
管理工作。

前阵子，新兵连提高了内务检
查标准，床单不够平整成为吴文正
所在班被扣分的主要原因。为了帮
助班级争先，吴文正决定教大家一
套“绝招”。
“床单的边沿是窝进垫褥下面

的，窝得紧才扯得平。如果用图钉将
床单钉在床板上，就能窝得更紧扯得
更平，这样不仅省事还能长久保
持。”听了吴文正的讲解，大家觉得
“此法绝妙”。

大伙儿一合计，当天就去小店买
回一盒图钉，纷纷开始用吴文正传授
的“绝招”整理内务。别说，效果还
真不错！一周下来，班里就有 4人被
评为“内务标兵”。

一次整理内务，班里一名战友正
在“钉床单”时，恰巧被班长周军辉
发现。一询问，才知道是吴文正传授
的“绝招”。周军辉立即把吴文正叫
到一边，询问情况。令吴文正不解的
是，他不但没得到班长表扬，还被班
长以“投机取巧”为由狠狠地批评了
一顿。
“我的方法省时省力，而且提

高了班里内务水平，更何况以前我
所 在 连 队 都 这 么 做 的 ， 有 啥 不
妥？”吴文正很是憋屈，直接找到
杨林评理。

耐心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杨
林首先对吴文正热心帮助战友给予肯
定，但对他这一提高内务水平的方法
却不赞成。杨林解释说，用图钉把床
单钉在床板上，一方面不利于战备；

另一方面，睡觉时容易伤到身体；更
重要的是，这种做法不利于新兵作风
养成。
“新兵就像一张白纸，我们教什

么，他们学什么。”杨林说，你有过
从军经历，掌握不少以前部队的“小
窍门”，但什么“窍门”才真正有利
于他们成长进步，有利于部队战斗力
建设，要加以甄别。兵之初，我们应
该教会他们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好
每一件事，而不是为了得表扬投机取
巧。

杨林的耐心教导，让吴文正清醒
地认识到自己做法的不妥。“从哪里
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痛定思痛，
吴文正下定决心：一定要带领新战友
们认认真真整理内务，用真实力拿到
“内务标兵”。

好心传“绝招”，缘何受批评
■胥婉璐 本报特约记者 曾 涛

近年来，二次入伍战士数量呈现上升趋势。相对于首次入伍新战士而言，二
次入伍新战士军政素质基础相对较好，熟悉部队工作生活，适应岗位较快，具备
不少“先天”优势。然而今年二次入伍新战士，绝大多数是在“脖子以下”改革展
开前退役的，他们对部队的认识理解大都还停留在过去。新体制下，再次来到部
队的他们，将会遇到什么新情况新问题？即日起，本版聚焦二次入伍新战士推出
一组报道，敬请关注。 —编 者

11月底，东部战区海军某训练基地组织新兵第一次实弹射击考核。女兵章

晗5发子弹打出50环的好成绩，在战友们的掌声中连长亲自为她戴上大红花。

刘芷含、杨 帆摄影报道

Mark军营

聚焦二次入伍新战士①

三言两语

我打了满环！

我手里这本《带兵日记》，刚刚
陪我走上全旅新排长集训的课堂，它
记录了我带兵成长的时光轨迹，伴随
着我向着心中的梦想扬帆启航。

我的官之初，是从一个跟头翻起
来的。去年我从军校毕业，带着整整5
页纸的规划，回到提干前的老连队。
第一次值班排夜岗，没想到刚排完，
话务班长就气呼呼地来找我：“这个岗
我站不了！”不明就里的我找指导员诉
苦，指导员说：“她大龄怀孕不容易，
好久没给她排岗了，你不知道吧？”一
听这话，我赶紧找话务班长道歉。她
却回了我一句：“两年不见，你变了。”

这句话，像一把锥子扎在我心
上。连队门口的小花园，我走了一圈
又一圈。转来转去，脑子里的弯终于
转过来了：兵在你心里有重量，你才
会在兵中有分量。只有融入兵的世
界，走进兵的内心，才能获得战士心
中的“任命”。光端班战士和凤莲，
常年坐班患了颈椎病，正好我懂一点
推拿，没事就帮她摁几下；新兵潘洋
风油精过敏，我知道艾草能驱蚊，就
给她做了几个小香包；排里战士过生
日，我都亲手送上一份小礼物……这

些点点滴滴，都写进了我的日记，与
大家的感情也一页一页变“厚”。

女兵大多十八九，都会遇到成长
的迷茫。我把每个人的性格特点、爱
好特长、成长经历、家庭状况，一一
记录下来，并为她们设定了一个个跳
一跳够得着的“小目标”。当班长至
今，我带的兵先后有 3人提干，6人
考上军校，25人成为骨干。

我的日记并没有什么奥秘，记的
都是普普通通的“兵系列”。今年，
排里一名士官训练扭伤手腕，检查也
无大碍，可一向爱笑的她突然变
“闷”了。我觉得不对劲儿，便搬到
她们班，送她一副护腕，帮她端盆送

水、铺床叠被。原来，她 13岁的弟弟
突患肾病，家里负担不起医疗费。我
用支付宝匿名给她转了一些钱，还为
她申请了困难救助，并发动其他战友
一起过来关心她。

排长，军队中最小的官，最不该
忘掉的身份是带兵人，不仅要知兵爱
兵，还要练兵打仗。今年 7月，全旅
群众性练兵比武如火如荼，我们女兵
一举打破男兵垄断已久的纪录。领奖
那天，我带着女兵把迷彩服熨得笔
挺，战靴擦得锃亮，吼着嘹亮的口
号，阔步走上领奖台。那一刻，我感
觉自己就是穆桂英、花木兰，带着
“红色娘子军”驰骋沙场！

提干归来，重获战士心中的“任命”
■火箭军某导弹旅通信营排长 黄华梅

新训工作中，类似文章中的现

象并不少见。个别二次入伍新战

友，掌握不少“小窍门”。这些

“小窍门”犹如一张张旧船票，或

许能让他们在昨天的部队畅行无

阻，但可能在今天的军营寸步难

行。改革重塑后的人民军队，已开

启崭新航程，今天的你我不能再重

复昨天的故事，拿着旧船票去登新

客船。

莫拿旧船票去登新客船
■杜 康

本报讯 王双战、记者张海华报
道：11月底，武警北京市总队新兵团
九大队传来喜讯：大队组织首次实弹
射击考核，近 1/8 的新兵打出满环，
优秀率达到80%，刷新历史纪录。

该大队领导介绍，取得这一优异
成绩，得益于他们探索推行“大数据
训练法”。训练开始，他们为每名新战
士建立专项档案，跟踪收集每个课
时、每个要领、每个阶段的数据变
化，通过科学分析判断为每名新战士
和每个班排提供指导性意见，真正实
现了训练计划的“私人订制”。

不搞“一锅煮”，人人“自助
餐”。训练场上，干部骨干根据每名射
手不同训练阶段训练数据变化，对其

实施精准指导，帮助他们瞄准自身短
板和弱项，有针对性地加强训练，确
保每次都有新变化，每天都有新感
悟。与此同时，大队还从支队特勤排
抽调 9名优秀射手与训练困难的新战
士结成帮带对子。优秀射手为帮扶对
象制订更加符合其自身特点的训练计

划并手把手帮助实施，进一步激发他
们超越自我、实现逆袭的信心。
“时刻知道自己训练处在什么位置，

哪个环节薄弱，如何进行补课赶队，这
样的训练让我受益匪浅，也大大提升了
训练效益。”大队二中队战士郎猛走下考
核场，拿着50环的靶纸对记者说。

武警北京市总队新兵团九大队推行“大数据训练法”

首次实弹射击优秀率创纪录
唱 响 新 时 代 战 友 之 歌

旁听感言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

伍。”新排长下连，都想踢好“头三

脚”，踢好了战士信任你，踢不好战士

疏远你。从战士提干的黄华梅，深深

了解士兵的内心世界。她带着对士

兵的深厚感情，很快融进了兵的队

伍，也走进了兵的心里。排长身份将

帅心。当排长以来，黄华梅始终不忘

自己的职责，与战士们一起训、一起

苦、一起干，用“跟我上”“看我的”“我

先来”赢得了战士们的尊重，也带出

了一群响当当的兵。 （杨永刚）

营连日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