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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内容接地气，练兵添

动力——

“官兵们的大脑不是

等待填满的容器，而是需

要点燃的火炬”

（1840+1949）÷2=？
这是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

院理论专家姜铁军理论辅导时，给第 75
集团军某旅官兵提出的一道算术题。

就在大家紧张计算时，一张甲午战
争时的老照片，突然出现在屏幕上。

官兵们惊呼：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
发的时间。
“中国近代史开启于 1840 年，新中

国成立于 1949年，而爆发于 1894年的中
日甲午战争，正好卡在中国近代史的中
点。”姜铁军语气沉重起来：“这场战争，
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道惨痛的伤痕，不仅
改变了两个国家的历史走向，而且彻底
打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使当时亚洲
最强大的清王朝从此走向没落。”
“习主席数次提到甲午战争，为什么

称之为‘剜心之痛’？习主席数次提到改
革强军，为什么称之为‘中流击水’？”由
甲午战争老照片切换到 2017 年 11 月 3
日习主席率领新一届军委领导班子视察
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照片，姜铁军
接连发问：“今天怎样防止甲午战争的悲
剧重演？我们每一位军人都要认真想一
想、经常想一想，假如未来战争爆发，我
们能不能交出一份无愧于历史与民族的
答卷？！”

居安思危，练兵打仗！改革强军，备
战打仗！一堂理论辅导课，听得官兵们
热血沸腾，引发强烈共鸣。一位干部说：
“对于军人来说，最大的危险是看不到危
险。我们只有居安思危，时刻做好打仗
的准备，才能让战争真正远离我们！”
“官兵们的大脑不是等待填满的容

器，而是需要点燃的火炬。”道不远人。
当理论深入人心，真理的光芒，像太阳一
样明亮。

一份官兵关注的热点话题调查，让
专家教授们颇费心思。首次理论服务走
基层活动开展前的调查显示，基层官兵
关注的热点话题，多达上千个。
“官兵关注的热点，就是理论服务的

落脚点。”理论专家们抓住备战打仗重大
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新情况新问题、官兵关注的热点难点问
题，着力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聚魂、
解疑释惑。

把远的拉近，把虚的变实。每一个
热点焦点话题，都与习近平强军思想紧
密相接；每一个鲜活故事，都与备战打仗
息息相关。

高深理论一旦贴近生活、回应现实、
深入人心，就能被官兵接受信服。空军
工程大学教授刘江有个习惯，就是每次
理论辅导前，都要看看部队的史馆，了解
所到单位的故事。这让他每次授课的内
容，既能上接“天线”，又能下接“地气”，
官兵们听了，都说“可信、可学、讲到了心
坎上”。

心与心交流，靠的是真诚与信任。
刘江在参加火箭军某旅通信营互动交流
会中，用自己的成长故事逐渐打开了官
兵的话匣子。女排长李小琴谈到了自己
的当兵往事：短短 2年里，她先后入党立
功、选取士官，2016 年顺利被保送至陆

军工程大学学习……“三年三级跳”，这
个出生于普通农家的女大学生士兵，一
路走来获得的进步和荣誉，靠的是踏实
肯干、敢打敢拼，靠的更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充盈部队的清风正气。

话音刚落，大家不约而同鼓起了
掌。拥抱新时代，担当新使命，该旅宣传
科科长丁兆明说：“对基层官兵而言，大
家对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最初理解和最终
信仰，往往都是从离自己最近的事情开
始和落脚的。”

形式活起来，学习深

下去——

“官兵们并不排斥理

论，有时候只差一个喜闻

乐见的方法”

一个陆军胸标的小动漫，俏皮地出
现在屏幕上，一下子吸引了陆军某旅运
输连官兵们的眼球。
“陆军胸标的变化折射出啥？”担任

主讲的陆军工程大学政治工作系主任俞
红手拿一旧一新两枚陆军胸标，让大家
仔细观察：“大家看，新胸标中间的齿轮
和履带取代了交叉的步枪，寓意陆军新
型装备、新型力量越来越多了——新型
陆军的‘新’首先体现在武器装备更新换
代上；两侧用一对飞翼取代了原来的长
城图案，寓意陆军‘飞’起来了——陆航、
无人机等为陆军插上了翅膀，新型陆军
的‘新’还体现在由平面陆军向立体陆军
的转变……”

从我军领导指挥体制改革首战定
局、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落地见效
到政策制度改革压茬推进，一堂题为“坚
定不移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 8分钟
理论微课，令官兵耳目一新，听得兴趣盎

然。
“没想到一枚小小的胸标，还有这么

多学问！”连队四级军士长邢秋涛说，“这
种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能懂的理论课，我
们战士都欢迎，听了还想听。”

好的形式往往能“一桥架南北，四两
拨千斤”，让党的创新理论彰显出生命
力、亲和力和感召力。指导员吴华鹏感
慨地说：“官兵们并不排斥理论，有时候
只差一个喜闻乐见的方法。”
“理论武装离不开大课堂，但也需要

好形式。让官兵耳目一新，理论学习才
能入脑入心。”一路尝试多种理论服务
方式的火箭军工程大学教授高攀的每次
授课都能让官兵印象深刻。在中哈边境
245 号界标，高攀和大学生士兵周海宁
认真地将界碑上“中国”二字描得血一般
鲜红。

在接下来的课堂上，他的授课语重
心长：“初心使命就是我们心中的界碑，
也要时时擦亮，时时描红……”

蛰伏深山，剑影寒光。阳光下，火箭
军某旅发射六营发射阵地上，大国长剑
昂首竖立，威震苍穹。

导弹发射架下，一场特别的“理论诵
读会”拉开帷幕。
“火箭军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

量，是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
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六营教导员
领着官兵齐声诵读习主席的重要论述，
参与官兵无不热血沸腾。
“挖潜增效到极限，练兵备战到极

致，催生而出的‘长剑’将更加锋利。”这
样新颖别致的理论服务形式，让官兵倍
感亲切，强烈的自豪感和使命感从心底
油然而生，官兵练兵热情持续高涨。
“东风万里长，砺剑启新航。习主席

的重要讲话，就是指引我们前进方向的
思想灯塔。”三级军士长赵磊豪情满怀。
这位有着 18年兵龄的老兵，面对家庭实
际困难依然心无旁骛铆在战位上，3次荣
立三等功。

从“史上最严禁酒令”如何看全面推
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从“军人优先”
到“军人依法优先”说明了什么？《红海行
动》的热映与保障海外利益安全有什么
关系……从“创意微课”到“理论大家
谈”，从“动漫十九大”到“强军故事会”，
从“难题解析会”到“理论骨干传帮带”，
专家们上大课解决共性问题，上微课解
决重点问题，抓帮带解决个体问题。

正像“一把钥匙开一扇门”“一个密
码对一个账号”一样，陆军军医大学教授
潘舰萍说，与历史同行，与时代同步，从
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习近平强军思
想，用最符合基层实际的形式表达，就更
能让“网生代”“二次元”“拇指一族”的年
轻官兵入脑入心，产生共鸣。

最美的风景在基层，

真理的力量在实践——

“澎湃着官兵们血性

阳刚的强军故事，就是理

论服务鲜活的教材”

“从密林到平原，他决战金鹰赛场屡
获殊荣，磨破 3双战靴，4次晕倒，留下了
12道伤疤，展现了中国特种兵的战斗精
神；从高山到大河，他率队出征亚马逊再
创佳绩，凝望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泪流满
面，让世界领略了中国军人的风采。从
军 15年，他荣立 2次个人一等功、1次个
人二等功、1次个人三等功。身边有队
友说：‘这样的青春太沉重了’，他却响亮
回答：‘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
青春才是用来回忆的’……”

在陆军某特战旅伞降场驻训地，官
兵们惊奇地发现，海军航空大学教授易
春秋口中讲述的强军先锋，竟是本旅副
参谋长杨建松。

到连队辅导，不是去教室，而是直奔
野外驻训点；训练场上，龙腾虎跃，热火
朝天，胜战之能、血性之勇、亮剑之胆，成
为军营最美风景……在大江南北的座座
军营，易春秋和队员们走一路、受教育一
路，真切感受到了基层一线官兵以临战
姿态和实战标准练兵备战的浓厚氛围。
“澎湃着官兵们血性阳刚的强军故

事，就是理论服务鲜活的教材，我们自己
也深受教育。”在易春秋 30多场理论辅
导中，翔实的资料、生动的语言、官兵身
边活生生的事例，充满了理论魅力、时代
色彩，让真理的力量直抵官兵心灵深处。

部队实战化氛围浓了，作风扎实
了，广大官兵维护核心、听从指挥的信
念坚如磐石；政治生态持续好转，新风
正气不断上扬，依法治军成为基层建设
的基本方式……最美的故事在基层，真
理的力量在实践，官兵身边发生的一个
个动人故事，正是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基
层落地生根的最好注脚，是理论辅导的
鲜活教材。
“官兵们在努力训练，我们要努力为

他们讲好理论。”空军预警学院教授徐
光顺的教案里，贴着多张小纸条，留下了
许多圈圈点点和密密麻麻的小字。因扫
雷失去双手双眼的新时代扫雷英雄杜富
国、勇建奇功的海军 372潜艇、“八一勋
章”获得者王忠心……这些新时代强军
先锋的动人故事，他听了一路，收集了一
路，都成为他给官兵们理论辅导的生动
教材。

在某基地发射测试站授课时，看到
官兵们坐着小马扎，徐光顺当即撤去靠
背椅，换上了小马扎。这一小小举动，让
官兵们的心分外温暖。

一堂理论辅导课，拉近的不仅是身
体的距离，更是心与心的距离。徐光顺
感触不已：“授课的凳子矮一分，与官兵
的心就更近；宣讲的道理与官兵的实际
近一分，理论进入官兵的心灵就更深。”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军队调整改
革中，某旅从内地整体搬迁到边疆临时
部署点。老的营盘，新的驻地，诸多工作
和现实问题摆在面前，几乎所有人与妻
儿、父母两地甚至三地、四地分居。该旅
宣传科科长王铁强和妻子廖娜，结婚 10
年三换驻地，妻子却始终无怨无悔支持
他的工作……

长期研究军事指导理论和我军历史
的姜铁军，第一次这样近距离走近官兵，
聆听感人故事，他心底那根最柔软的弦
被拨动了。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一生为两位将

领迎过骨灰，一位是陈赓大将，另一位就
是张国华中将。张国华何得此荣？因为
当年进藏时，困难那么多，张国华与组织
不讲价钱，二话不说就率领部队进藏了，
一个女儿因感冒还病逝在进藏途中。”在
给官兵们理论辅导时，他饱含深情地说：
“面对改革强军这场大考，以局部牺牲之
舍，换取改革大局之得，我们新时代革命
军人责无旁贷！”
“力量不在别处，就在我们心中；胜

利不在远方，就在我们脚下。”军委政治
工作部宣传局理论处处长吕磊说：“今后
我们要争取走更远的路，去更多的连队，
用理论的武器为广大官兵练兵备战服好
务、鼓好劲。”

版式设计：梁 晨

军委政治工作部连续两年组织开展“理论服务走基层”活动—

从“宣讲”到“服务”，一词之变意味着什么
■潘 均 本报记者 陈典宏

理论指引方向，信仰凝聚力量。历

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只有将党的创新理

论播种人民心间、融入官兵血脉，才能

让全体中华儿女、万千忠勇将士向着实

现中国梦强军梦的目标不懈奋斗、一往

无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

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走在新长征

路上，迫切需要凝聚起最广泛的共识，调

动起最深层的力量，让党的创新理论成

为新时代最强音，汇聚起磅礴的强国强

军正能量。

习主席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

强调，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习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为人民军队广

大理论工作者指明了清晰的路标——

要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通俗化为落

脚点，把大呼隆“漫灌”变成分众化“滴

灌”，在开展理论宣讲的同时做好理论服

务，着力纠治表态化、浅表化、功利化等

不良学风，立起深入基层服务部队的示

范导向。

为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人

心、落地生根，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加强

新时代军队党的建设的决定》部署安

排，军委政治工作部连续两年遴选理论

专家和骨干，组成小分队，开展理论服

务走基层活动。

去年，小分队分南北两线同步展开，

行经14个城市，服务31个旅团级单位万

余名官兵，尽可能扩大理论服务覆盖面；

今年则分别到各军兵种和武警部队7个

旅级以下单位开展蹲点式、嵌入式、菜单

式服务。理论专家们上高原、登海岛、钻

密林、到舰艇，沉到营连班排、走进舱室

阵地、深入执勤一线，采取理论大家谈、

靶向解扣子、示范讲微课、骨干传帮带等

形式，提供跟进式、伴随式理论服务，为

官兵送上了一道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撬动心灵的“理论大餐”。

“官兵需要理论，理论需要官兵。”小

分队捧着一颗真心，坚持用生动的故事

阐释理论，用身边的道理拉近真理，引导

官兵在关注脚下土地的同时，举目仰望

星空；在关注个体命运的同时，关注民族

命运、国家前途、军队发展；在把与官兵

息息相关的现实问题讲清楚的同时，把

习近平强军思想的重大理论观点讲通俗

讲明白讲到官兵心坎上。

理论服务面对面，万里行程终不

倦。连续两年开展理论服务走基层活

动，一支支小分队努力把“服务”二字

落到实处，不到各部队机关中转，不让

部队层层陪同，不在大礼堂上大课，不

给部队增加保障难题，自觉当好新时

代理论宣传播火者、理论服务新路探

索者、党的形象维护者，树起理论工作

服务部队、服务官兵、服务战斗力的新

风新貌。

一路服务，一路观察。理论专家和

骨干们的视线里，有诸多一线官兵学习

理论的收获和思考，更有他们自己的创

新和探索。这些收获、思考、创新与探索

中，折射着一个共识：强军兴军是一项系

统工程，理论武装是这一系统中不容忽

视的重要政治责任。

“官兵需要理论，理论需要官兵”
■潘 均 本报记者 陈典宏

某侦察雷达站战士刘瑞：

听了教授讲“为什么革命军人

更要有家国情怀”后，我对忠诚有了

新的理解：忠就是中国在心中正中，

诚就是信守对祖国的承诺。

强军网网友“汪小帅”：

被教授们的授课撩到了。有温

度的理论授课，可以多来几打！

强军网网友“风入松”：

仲夏炎炎起东风，真理到基层。

马上鸿儒几路兵，千万里，遍走军

营。风尘仆仆送宝，孜孜不倦传经。

松涛簌簌伴书声，春风暖心灵。

理论光辉洒军营，官与兵，心手相

凝。喜看甘霖普降，三军士气如虹。

某汽车团战士张伟洲：

脚下沾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

多少真情。

海军某护卫舰支队宣传干事田

沛羽：

理论武装绝不能简单通过“物

理反应”的形式来评价，不能只看笔

记记了多少本、理论课上了多少堂、

教育搞了多少次，而必须创新方法

撬动心灵，努力实现“化学反应”，让

官兵平时想学愿意学，重点在学完

有感悟、学后见实效。

（丁兆明整理）

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开展理论服务走基层活动剪影。 王 超、刘明林、姚应泽、洪桢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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