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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学员队 军校吧

畅聊军校校园人和事

■本期观察 陈 帅 李瑞珺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梅岩岩成了

赛场上的“武状元”。

隆冬时节，火箭军士官学校举办

“军体之星”比武竞赛。老班长梅岩

岩一举夺得3个项目的奖牌，把一帮

20多岁的年轻学员远远甩在了后面。

在战友的眼里，梅岩岩有点犟。

说他干不了啥，他偏得干给你看看。

那天，比武通知下发到连队，连长没

安排梅岩岩参加。“你都奔40岁的人

了，还当自己是棒小伙呢！”没想到，

连长这句话让梅岩岩下定决心，非要

在比武场上争个高低不可。

孤独的灯光挑破夜幕，秒表上

跳动的数字，陪伴着训练场上独自

加练的梅岩岩。负重爬楼、变速冲

刺……夜空下的奔跑似乎成为一种

象征，囊括了一名老兵那看似倔强的

外表下，隐藏的执着与坚持。

人生的赛道，梅岩岩还要拼多

久？其实，我们与他一样，都在苦与

笑中默默坚守，在拼搏中感悟奋进的

价值。

状元

紧闭的心门，遇到暖

心的“树洞”

本学期的期中考试，让崔家连有些头
疼。

考前，他多次组织测试、邀请教员到
队答疑、结对子互帮互学等，自认为《高等
数学》这门课学员们肯定没问题。然而，
这门课的考试成绩之差，让他始料不及。

成绩下发后，学员队里“阴霾”笼罩。
有的学员在这场打击面前，显得懊

恼、焦灼、沮丧，整天无精打采；有的学
员看起来没受影响，认为自己及格就万
事大吉；更多的学员不愿意沟通，令崔
家连摸不清“套路”……

面对挫败，反应各异的学员让崔家
连意识到，他们身上暴露出的抗打击能
力弱、沟通难等问题亟待解决。

为了打开学员紧闭的心门，帮助他
们更阳光、健康地成长，崔家连想到了
一个柔和的方式——“树洞”。

年轻学员擅长在网络上分享生活，
晒心情、吐槽点、发牢骚。然而，军校严
格的管理不能满足他们继续使用网络
释放自己心理压力的需求。如果把网
络时代的产物——“树洞”搬到现实中，
或许可以让他们在初入军校的无所适
从里，找到释放空间。

于是，崔家连把一个纸箱重新包装
后，贴上了“树洞”二字。网络上的“树
洞”可以匿名倾诉，这里也一样。学员
将成长中的烦恼、困惑、面临的问题写
在纸条上，投给“树洞”，完成释放。“树
洞”会给每一个纸条的主人回复，解答
困惑、贴心安慰，为他们遇到的问题“出
谋划策”；有时只做安静的聆听者，收藏
起他们不愿为人知的小秘密。

随意吐槽，尽情释放。就算寻求帮
助，也不用面对面地经历尴尬，这种“自
助式”的隔空交流，对上了学员的“胃
口”，他们紧闭的心门被悄然打开。
“想飞的鱼”说自己厌烦军校的三

规六矩，感觉快要窒息；“西西西哈”说
每天专业课又多又难，训练强度大，两
样他都搞不定；“穿制服的胡歌”提到自
己酷爱街舞、擅长编舞，但现在既没时
间练习，也没地方展示……

每一个纸条字数不多，但宣泄的内
容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学员的特点和心
理。这一代年轻学员思想活跃、成才欲
望强，热情、开放与沉默、孤独并存，独
立性与依赖性并存，追求新鲜感，但适
应陌生环境的能力稍差。

传统的说教作用有限，作为队干
部，崔家连用一条条贴心的回复努力走
进学员的内心。他告诉“想飞的鱼”：军
人应该具备纪律意识和服从观念，你
想，如果没有条令条例约束个人行为，
军队就会像一盘散沙，我们以后还怎么
打仗？
“西西西哈”的困扰崔家连也曾有

过，他结合自己的经验和军事体育基础
教研室教员的建议，拟订了一份详细训
练计划，每一个训练项目他都标注上了
对体力的消耗程度和注意事项。

崔家连给“穿制服的胡歌”提议，多
跟战友沟通，可以组建一个街舞兴趣组，
休息时一起交流想法、探讨技巧。崔家
连鼓励“穿制服的胡歌”合理安排时间把
街舞练好，说不定能登上学院的大舞台。

在与“树洞”的交流中，学员们的困
惑无助、焦虑烦恼，渐渐地有了不同程
度的缓解。

打开思路，“树洞”之

外有了新天地

在“树洞”收到的近 500条留言里，
崔家连将学员面临的成长问题进行了
归类，主要集中在环境压力、学习压力、
自身状态等方面。

其中，环境压力占 37.2%，主要表现
为不适应军校管理，条令条例规定多、
训练强度大等造成的心理负担加重；学
习问题占 36.8%，主要表现为基础课程
和专业课程多、难度大，学习压力大，担
心挂科影响毕业；自身状况占 20%，主

要是个人思想、性格和身心状况等问
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崔家连在队里
开展心理强化训练活动，在心理教员的
帮助下，通过情景剧、集体心理训练、科
学宣泄等活动，帮助学员增强心理适应
性。另一方面，为了强化学员对陌生环
境的适应能力，崔家连带领学员到陌生
环境锻炼探索。通过训练，增强学员之
间的沟通能力、集体观念，引导他们采
用合理的方法消除陌生环境带来的心
理障碍，促使学员提升冷静处事的能
力。

原本一门心思想退学的学员熊潮
海在一系列心理活动的引导下，慢慢放
下了最初心中的执念。在给“树洞”的
纸条上，他写道：我开始觉得军校没那
么难熬了，希望我能继续加油！

除了在心理方面多加引导，在学习
和训练等方面，崔家连也下了一番心
思。他开始更加注重学员学习和训练
的协同性。在强化军事训练的基础上，
他帮助学员制订学习规划、建立学习督
察小组，定期检查学习进度。为了满足
学员成才的渴望，他将学员推荐到不同
的平台一展才能。

像学员竺晖一样，有绘画、主持等兴
趣特长的学员被招募到“两微一端”的各
个团队，担任记者、编辑、甚至策划人。在

最新开设的舢板俱乐部、军事俱乐部、天
文俱乐部等各类俱乐部里，学员们发挥
自己的特长，不断成长、蜕变，追寻梦想。
“树洞”更像一个心理服务站、释压

平台，它为学员提供全方位的心理服
务，帮助学员尽快走出心理困境，成为
心理健康的合格军校学员。

温暖的情感，一路护

航从军路

“树洞”叩开了学员的心门，打通了
队干部与学员的交流隔膜，为他们搭建
了一座连心桥。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沟通环境的日
渐宽松，学员们逐渐不再选择匿名投递
纸条。面对学习、生活、恋爱、入党等成
长中的每一个困惑，他们终于愿意走出
“树洞”，叩响队干部的房门，进行面对面
交流。

性格孤僻的学员向志峰曾经网瘾
严重。在崔家连的引导下，他完成了一
次又一次的自我挑战，戒掉了对网络的
依赖。在尝试着打开自己与人交流的
心扉过程中，向志峰渐渐感受到了战友
友谊的珍贵。

面对父亲突然去世的沉重打击，学
员冯增光在崔家连和战友的关心下，熬
过了撕心裂肺的痛……

学员们在轻松的氛围里，一次次敞开
心扉，主动倾诉问题、积极尝试解决问题。
“爱上了我的学员队，我才更热爱生

活！”在“我的学员队”演讲比赛中，学员赵
淞的表白击中了大家的内心。热爱学员
队、热爱学院，蓄满的情感让学员们感受
到了学校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通过“树洞”，崔家连找到了与学员
相处的方式，学员们也在这样的氛围
里，体验到更舒服的成长环境，他们变
得更加自信、乐观。
“教导员的任务就是当好学员的顾

问和服务员，发挥引导、督促和协调的作
用。我也从他们这么大走过，我明白要
走近学员、倾听学员，建立信任、培养情
感，才能更好地帮助他们走好军旅生涯
的第一步。‘树洞’只是一个开口，随着社
会的发展和变化，我们要随时改变思路、
创新思维。”崔家连说。

如今，“树洞”里依然不停地收到纸
条，但纸条里除了问题，也多了分享。
分享进步、分享喜悦、分享生活中的点
滴。崔家连也习惯了在每天深夜忙完
工作后，打开“树洞”中的纸条，品读学
员们来自成长的“秘密”，分享他们关于
成长的快乐。

学员队里有个会说话的“树洞”
■徐木子 张佳宁 马英智

“当数字被赋予人的喜怒哀乐，我们
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当‘虫子’都
成了‘兵’，未来战场会是怎样的态势？”

12月下旬，在陆军工程大学野战工
程学院大数据课堂上，某互联网公司总
裁的开场白一下子吸引了学员们的目
光。

学院探索构建的“智能无人作战
知识体系”，将智能无人作战理念、方
法等纳入课堂。一名参加首期“陆军
智能无人作战系统运用培训班”的学
员充满诗意地描述：“这样的课堂，让
我们仿佛乘坐时光机，触摸到了未来
战场的脉动。”
“参训学员们所讲的‘脉动’，从

某个方面讲，就是智能无人化在战场
的应用。”学院无人化工程装备教研室
副主任何雷举了个例子：在“跨越险
阻－2018”陆上无人系统挑战赛上，由
该院教员、学员与地方科研单位联合研
制的“野战尖兵”扫雷车，吸引了大家的

目光：旋转、伸缩、夹抓，扫雷车灵活地
施展着自己的“手脚”，经过一系列娴熟
的动作后，地雷被成功排除。
“突出反恐排爆、机动突击等典型

作战样式，构建城镇街区、山地丛林等
典型作战环境，都是智能无人技术大展
拳脚的领域。”学院领导说。

创新离不开脚踏实地的实践。笔
者翻看该院 2018年教学训练大事记发
现：他们先后 10 余次组织干部教员赴
一线部队、军地院校和科研机构调研；
邀请军内外高校、军工集团、高科技企
业的 20 余名专家来院授课；组织教学
员赴南京理工大学、某研究所等 10 余
家单位参观见学；数十次围绕“无人机
蜂群作战”“空中突击”等作战运用开展
专题研讨。

采访中，笔者跟听了一堂《无人机
侦察敌军补给仓库行动》课。授课开始
前，参训学员、某集团军参谋贾勇按照
课前作业任务，上台讲述了“从如何起

飞到完成任务返回”的设想。
“你所提出的雷达系统能用于不同

天候吗？仓库收容面积是否满足飞机
降停需要？你在 100 米的高空能掌握
合适的‘视场角’吗？”

当贾勇自信满满准备走下讲台时，
教员史建军一连串发问，让贾勇一时不
知如何作答。

理论讲解后，史建军组织学员实地
观看并操作了智能无人化设备。结合
具体装备有针对性地培训讲解，加深了
参训学员对课程的理解。

创新，打造“智能时代”军校新课
堂。笔者了解到，去年以来，该院共开
设“工程兵部队装备管理信息系统技术
与应用”“工程防化旅信息系统装备培
训”“装备模拟技术”等 10 个班次的部
队所需专业培训班，组建运行了 15 个
学科型学员俱乐部，搭建跨营区跨年级
专业学习平台，培训基层一线指挥员近
300名。

军校课堂里的“智能脉动”
■蔡义杰 董登奎 杨峰源

图书馆为何变得座无虚席？室友为何每晚迟迟不归？这一切的背后是因为

期末考试就要到啦！学员们熬夜“追书”，与课本“决战”到天明！

竺 晖绘

这个配角，张攀演了15年。

入伍15年，经历了多少次实弹发

射，火箭军士官学校士官教员张攀自

己也说不清。然而，从事导弹吊装转

运专业的他，却从没按下过“点火”按

钮，亲自送火箭升空。别人当主角，

自己跑龙套，张攀觉得挺“憋屈”。

元旦前几天，张攀突然接到“徒

弟”——毕业学员徐唯聪的电话。徐

唯聪告诉他，多亏张攀教给自己的好

“手艺”，徐唯聪毕业当年就当上了导

弹保障单元的指挥长，而且还有了自

己的“徒弟”。听到这个消息，张攀打

心眼里高兴。

想到自己担任士官教员4年来，

给400多名学员上过实操课，很多学

员毕业后不久就在部队成为专业骨

干，张攀心里原本那点委屈，瞬时就

烟消云散了。

托举雏鹰展翅高飞，张攀逐渐读

懂了士官教员的意义：为大国长剑培

养更多的执剑勇士。这个配角，他愿

意一直当下去。

配角

化身闪亮的星，秦韶初照亮了生

命的前路。

2018年底，火箭军士官学校四级

军士长秦韶初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成

为一名光荣的骨髓捐献志愿者。

学员们都知道，士官教员秦韶初

有一个“宝箱”。在里面，是10本鲜红

的无偿献血证书，与一摞来自全国各

地危重患者亲属的感谢信。

入伍14年，26次献血，5200毫升，

秦韶初累计几乎捐献了一个成年人

体内全部的血量。

曾经有人劝他，担心繁重的教学

任务与长期献血，会影响秦韶初的健

康。然而，为了让更多的生命得以延

续，他一直坚持自己的选择。

因为献血，秦韶初成了驻地名

人。但他一直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一

个平凡的人，做了一件该做的事。

施教德为先，育才德为本。作为

教育者，品德的感召力可能更加深

沉。照亮生命的路，点亮前行的灯，

秦韶初用独特的方式诠释了一名士

官教员的人格力量。

（本组稿件由于亮、高书伟、展希

军提供资料）

明星

“我好想家。虽然马上要放寒假了，可我等不及了，每天心里都像长了草

一样，怎么办？”

“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毕竟一年没回家了。建议你每次下发手机后，多跟

家人沟通，缓解自己的情绪。现在正是期末复习的关键时刻，一定要稳住心神

哦！要学会调控自己，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期末了，复习压力好大！今年要考的课程那么多，我每天都担心会挂科，

快崩溃了！”

“别想太多，做好眼前事。合理统筹，规划好学习时间，薄弱的地方及时向

教员或战友请教，把会的复习好，不会的弄明白，理顺了一定没问题。”

……

考试之前，学员们“如临大敌”，高强度的复习让他们情绪焦躁。在海军大

连舰艇学院172队的“树洞”里，近期常常收到关于期末考试综合征的求助。

匿名向“树洞”敞开心扉是学员们近一年来缓解紧张、倾述压力的方式之

一。教导员崔家连作为“树洞”的创始人，每天会及时读取“树洞”里的秘密，认

真写好回复，贴在“回音墙”上。

像阳光一样，崔家连的安慰和鼓励，呵护着学员们快乐成长。

释放压力、缓解焦虑，游戏激发了学员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建立了彼此间的信任。图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学员在心理课上进行心理行为训练。 林惠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