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调查

有的梦，未必一定

很“自私”

一次点验，值班分队长要求全连
人员当场打开箱包。没想到刘林一下
急了：“干吗呀！谁还没有点个人隐
私？”这气得分队长拿出条令手册与他
“对峙”。

刘林不肯打开的是一个密码箱，每
次到包库取东西，他都有意遮掩。也有
人曾瞥了一眼他打开的箱子，除了一摞
书，也没啥特殊之处。
“其实里面就是一套考研复习

资料……”
“为了退伍回家能找个好工作，我

一直想报考在职研究生。但是看着大
家整天都在忙连队的工作，自己却在拼
‘后路’，总觉得很自私……”

“上次排练节目的那段时间，为了
不耽误以后学习，自己就耍了个小聪
明，故意搞砸了……”

面对指导员，刘林终于吐露心
声。郭远华决定：为了便于刘林学
习，把他调到连部，并指定他创办连
队的《军营手抄报》。

半年后，刘林设计制作的系列手
抄报因为表达效果好，广受好评，被上
级作为经验推广；由他策划的诗朗诵
节目《我的梦》，夺得了春节文艺汇演
一等奖；

后经民主推荐和党委研究，刘林作
为唯一一名义务兵代表，被评为仓库首
届“军营之星”……

夜晚，营区中心路边，6 块“军营
之星”灯箱格外耀眼，看着灯箱上自
己那灿烂的笑容，刘林再次向指导员
郭远华敞开心扉：虽然备考的成绩并
不理想，但学习的过程却让他很暖
心。卸掉了伪装的“外衣”，心也不累
了。
“现在你有什么梦想？”郭远华

问。
“好好干，争取把我这块灯箱牌子

守住，直到退伍那一天！”
“那你觉得这个想法自私吗？”
刘林闻言一愣，笑了。
“让更多的官兵放下思想‘包袱’，

在军旅舞台上敢于有梦、大胆追梦，才
能引导他们更好地投身火热军营。”刘
林的故事也给基地领导带来了启示。
去年底，他们组织复转老兵“说说心里
话”，结果还真收获了不少过去不曾听
到的“声音”：
“我想学个驾照，但因为连队学车

名额少没选上，就私下到地方驾校报了
名。后来由于工作太忙没学成，心里挺
憋屈，干啥也没劲儿……”
“当初为了考学，我一直想离开哨

所，调到一个能有时间学习的岗位，可
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好几次，都有
想跑下山的冲动……”

鸟儿之所以能够放声歌唱，是因
为大自然给了它们发声的环境。而
战士之所以“自我设计”，甚至当起了
“潜水员”，根本原因就在于组织关心
的缺失。不久后，紧随基地党委工作
报告下发的两个文件，迅速引起了官
兵们的关注：一个是《读书育人活动
方案》，另一个是《大学生士兵培养措
施》。
“身在军营这个大熔炉，每一个人

都有追梦的权利。关键要为官兵们建
起一座现实与梦想之间的桥梁……”一
位基地领导如是说。

其实，每个人都在

期待精彩

在基地所属某油料仓库警勤连连
长王景彤眼里，对上等兵陈昊，似乎很
难画个“标准像”。

一面看着很积极——班长安排工
作，他从不挑挑拣拣；一有公差勤务，他
都踊跃参加。一次，陈昊所在班负责清
理一栋老库房，由于灰尘较大，其他战
友干一会儿就要出去“透透气”，而陈昊
戴着口罩，任劳任怨，在库房里一干就
是一上午。

另一面似乎又看不透——每到周
末，陈昊常常会独自一人坐在操场对面
的石凳上，捧着手机一盯就是半天。为
这事儿，有一名班长骨干还以“重点关
注”的口吻，给连干部进行了反映。

不久后，保管队一位老士官退役，
库房缺人手。推荐人选时，王景彤第一
个想到了陈昊，但是他“手机控”的毛
病，又让王景彤心里犯嘀咕。

直到一个月后，保管队队长一个电
话找到王景彤：“陈昊是块当保管员的
料。库内库外，配合班长管理得有模有
样。”

再一次与陈昊面对面交流，是王景
彤去保管队办事的时候。刚进营门，就
看见他正站在走廊里悬挂的“双争”评
比栏前，轻轻抚摸自己的名字。看见老
连长过来，陈昊又变得腼腆起来。
“连长，其实我早就想当保管员

了……”
“现在还玩手机吗？”
“也玩，就是玩得少了……”
采访中，陈昊说，其实他来到部队，

最大的梦想就是立功，干出自己的精

彩。但下连之初的那段时间，他感觉自
己的岗位很平凡，就像眼前滑过的一片
树叶，随风飘落，立功也似乎成了一个
奢侈的梦想。他不甘心，也想找连长指
导员聊聊，却又担心被当成“思想问
题”，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有时，他也怀疑自己当初的从军选
择是否正确。种种不适应让他慢慢喜
欢上网阅读那些励志故事和“心灵鸡
汤”，这至少能给他一些坚持下去的理
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解不开就
成了心结。“沉溺”虚拟空间的背后，很
可能是对现实的一份渴望。如果单凭
表面现象就给官兵定性、贴标签，不但
会让教育、管理工作“南辕北辙”，还可
能积累更深的矛盾和隐患……当陈昊
的“画像”在自己心里终于清晰起来，在
基层带兵 6个年头的王景彤，反而陷入
了沉思。

陈昊的故事并非个例。在战友眼
中，某装备仓库直招士官马凯，是一个
不合群的“闷葫芦”：除了干部骨干问
话，很少听到他言语。集合站队，他总
是不自觉地往后挪。一次，几个战友和
他多说了句玩笑话，马凯一下子急了
眼，差点动起手来。

经历了那次“不愉快”，班长尝试着
走进马凯内心：小时候，他父母长年在
外打工。由于缺乏家庭关爱，尽管好胜
心强，但他总有一种自卑感难以释怀。
入伍后，面对高强度的训练生活，一时
难以适应的他，心门关得更紧，选择了
做那个“打酱油”的人。

其实，每个人都在期待精彩。去年
底，仓库以“专业对口、素质过硬、思想
稳定”3条标准，公开遴选财务岗位士
官。最终，马凯以考核成绩第一名入
选。

那天的日记，他只写了四个字：“感
谢信任！”并画了个泪目的表情……

眼瞅着马凯一天天成长，仓库领导
坦言，现在的战士成长环境、人生阅历

各不相同，性格行为趋于多元、复杂，青
春心事也往往“静水流深不易现”。作
为基层带兵人，既要有“一把钥匙开一
把锁”的细心和耐心，更要有一双识人
知人的“慧眼”，努力让每一颗“金子”都
有发光的机会。“事实证明，一旦点燃了
他们心中的激情，哪还有什么心思玩
‘深沉’？”

最要紧的是善于

找到心中的“燃点”

“风和太阳，都认为自己的本事
大。恰巧来了一个行人，于是它们决定
比一比，看谁能让人把衣服脱掉。风就
鼓足劲吹，可行人不但没有脱下衣服，
反而裹得更紧。而太阳却用温暖的阳
光照射行人，慢慢地，行人敞开了衣领，
继而愉快地脱掉了外套。”

下连蹲点时，基地政委王祖来分享
的这个寓言故事不长，却让某仓库分队
长李庆然回味多时。

去年底，为督促分队战士加强训
练，他在营门口立起了一块军事训练动
态展示板，每次训练结束，都在全体人
员面前，为成绩进步的同志贴一颗“红
五星”。

两周过去，下士徐晨的表现让他眼
前一亮：每次训练都有新提升。

其实，徐晨一直是李庆然的一块
“心病”：在家是独生子，从小就没吃过
什么苦；下连后，一听说要训练就“主
动”站岗……后来李庆然下了狠心，安
排人对他进行强制“补差”训练，徐晨却
“消极抵抗”，成绩始终不见长进。

一个月后，基地组织体能统考，所
有课目考下来，徐晨竟收获了两个优
秀。面对战友的惊讶眼神，徐晨说：“是

展示板上那一颗颗小五星，给了我拼搏
的动力。”

拿到第一颗“红五星”的那天晚上，
他一个人跑到操场上练俯卧撑，累了就
躺在地上，“一睁眼，感觉夜空的星星都
在朝自己微笑。一翻身，又做了 10个。”
讲到这里，徐晨一挠头，嘿嘿笑了。
“不可否认，刚性约束能从一定程

度上规范行为，但往往思想的逆反也将
更强……”“青春充满着无限的激情和
能量，帮助战士们走出思想的误区、纠
正行为的偏差，最要紧的是善于找到心
中的‘燃点’……”

一条条深思体会记在“带兵日记”
里。李庆然决定，军事训练动态展示板
不但要继续保留，还要把内务评比等日
常工作聚合进来，努力让战士“看见”自
己更大范围的成长。

和李庆然一样，越来越多的带兵人
慢慢找到了带兵的窍门儿。

今年新兵定岗期间，某仓库根据战
士的特点特长，尝试采取了“精准分配”
的办法，赢得了新兵“怒赞”。“虽然这也
不可能做到人人如愿，但起码给了战士
一种方向感……”

采访时，陈昊一脸兴奋地告诉笔
者，前段时间，他又申请增加了两栋大
型库房的管理工作。他说：“虽然能力
上还有差距，但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劲！”

历数一个个创新的工作思路，品味
一个个兴奋的战士表情，笔者感到，通
过组织给予的成长平台和激励措施，每
一名官兵都能感知到一种“向上的心
动”。无论在机关还是在基层，无论是
城市还是在山沟，谁也不愿意浪费自己
的军旅时光。

在基地政委王祖来看来，对接新时
代官兵，最重要的还是从掌握“活思想”
入手。下一步，他们将结合“大谈心”活
动，组织各级带兵人再来叩一叩官兵的
心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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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的行动”来自“向上的心动”
■线 岱 张旭阳 薛红臣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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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新兵花名册，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基

地军需仓库警勤连指导员郭远华一眼就瞄上了

刘林。

“全日制本科，学生会干部，还组织过学校

的多场文艺演出……这么好的条件，还有啥不

行的？”郭远华和连长一商量，决定年底启用这

位文艺骨干，干件“大事儿”——

“三句半”曾是该连文艺演出的“拿手戏”，凭

此多次夺得文艺“大奖”。但近几年，由于文艺骨

干断层，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露过脸”了。

上级关于组织文艺汇演的通知一到，郭远

华就宣布了一项“任职”：由刘林担任连队文艺

创作小组组长，负责“三句半”节目的筹演任务。

为了增加“胜算”，郭远华还找来专业高

手“助阵”，从立意到内容，从语言风格到演

出动作，反复推敲……按照郭远华的预想，

“拿个奖应该不成问题”。

哪知，演出当天，刘林发挥失常，他们最终

连个优秀奖都没评上。

“对不起，指导员……”看着一脸通红的刘

林，郭远华的心里也不是滋味。

刘林走后，连长把一个盛满水的杯子放到

了郭远华面前：“这看起来像个空的杯子，但动

起来才能看到水的波纹。战士不也一样吗？”

连长的话似乎让郭远华理出了一些头

绪。表面看，刘林是一个安静的大男孩儿：

即使连队组织外出，他也总把名额让给别的

战友，自己闷在屋里；有段时间，刘林所在班

负责一处设施改造工地的夜间看护任务，他

总让班长把自己安排到下半夜，有时还愿意

多值一班岗。起初班长还有疑心，但偷偷观

察了几次，除正常的检查巡查外，刘林基本就

坐在那里看书。

那天的谈话，刘林没有太多的解释，但郭远

华却从他闪烁的眼神里，隐约感受到了他沉默

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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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把多元化的年轻一代推上了

历史舞台，送进了火热军营。那些蓬勃

而又期待绽放的青春，进入军旅轨道时，

都怀着种种“大梦想”“小目标”。然而，

当“我的梦”与“强军梦”不期而遇，当放

飞自我与严明的纪律迎面相遇，便有了

不一样的选择——

有的及时修正目标。他们能够根据

现实环境，迅速调整成长坐标，同时保持

了积极的精神状态；

有的选择了放弃。由于现实和之前

的想象相差甚远，便躲在网络世界，一度

消沉；

有的默默等待。他们外表看似平

静，其实追梦的激情依然存在，只是因为

方向不明，迷惘而又烦恼；

还有的悄悄“自我设计”。为了减少

外界的干扰，掩饰着真实的想法，谋求着

自己的收获……

以上情形虽不能一概而论，却让带

兵人们感慨：现在的官兵越来越“静音”、

越来越像“密码”……

习主席强调，要做青年朋友的知心

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

人，主动走近青年、倾听青年，真情关心

青年、关爱青年，悉心教育青年、引导青

年。作为基层党组织、一线带兵人，有效

对接新生代青年官兵，最根本的还是要

从“心”入手。

要有了解青年官兵的耐心。任何一

个有心事的人，往往都会有不寻常的表

现，哪怕是就餐的吃相、走路的形象都藏

着问题和答案。这些既考验着带兵人的

眼力，更体现着心力。唯有多看几眼、多

琢磨一阵，才能在寻常的耐心观察中有

所发现。

要有帮助青年官兵的诚心。有一首

歌唱得好：“战友战友亲如兄弟。”付诸兄

弟般的诚心，努力在职权范围内为他们

的成长搭台引路。尤其对于因性格、身

体等原因，一时难适应环境和压力的战

士，更要多一分贴心的关爱。

带兵是一门艺术，贵在“用心”。

只有用了心，才能让我们的战友兄弟

心动，打开了情感的闸口，才有知心的

机会。

无论时代怎么变，“人心换人心”的道

理不会变。诚然，这要付出很大的“心劲

儿”，甚至心力交瘁，但这就是带兵的职责。

“天下一情所聚也”。带兵人能够用

心尽心，才能激发起官兵“可与之赴深溪，

可与之共患难”的热血情怀、使命合力，真

正为能打仗、打胜仗凝聚兵心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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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官兵们心中的“燃点”，苦累就不再是他们面前一道难迈的坎儿。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亚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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