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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潮头

最美身影

“军人守着国，我们理应守好军人

的后方，能为戍边卫国尽一份力，更是

我们身为教师的荣耀。”

——益西卓嘎

2019 年 9 月 10 日，第 35 个教师节
到来之际，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身着藏族服装的益西卓嘎佩戴“全国
模范教师”奖章，与其他全国教育系
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一起，受
到习主席亲切会见。

这一荣耀时刻，让身为西藏军区机
关幼儿园园长的益西卓嘎内心无比激
动。她深知，这不仅是对她 29年来坚守
和付出的充分肯定，更是对今后从教生
涯的莫大鞭策。

表彰大会结束，益西卓嘎来不及
游览景点，径直去了西单图书大厦。
在琳琅满目的书架前，她恨不得把整
个幼儿教育专区的书都搬回西藏。精
挑细选后，益西卓嘎满载而归。

她说，中秋、国庆快到了，我得给小
家伙们带点礼物。

“我也曾是一名军娃，我

深知这里需要我”

一纸申请扛起29年

担当

朝阳初升，益西卓嘎和往常一样，
准时等候在西藏军区机关幼儿园的大
门口。
“格卓嘎啦（卓嘎老师）”，听到孩子

们奶声奶气的问候，益西卓嘎总要拍拍
他们的小手，送上一个微笑，再目送小
家伙背着小书包高高兴兴地步入教
室。每天开园，益西卓嘎内心都充满幸
福感。

这份幸福感，来源于她几十年情注
边关军娃成长的大爱。

29年前，大学刚毕业的益西卓嘎，有
了自己的想法。内地优越的工作机会在
脑海中绕了几圈后，被她甩到脑后。“我
要回西藏教书！”

人生总是充满奇妙。出身军人家
庭，从小便和父母聚少离多的益西卓
嘎，曾经一度对自己军娃的身份充满不
解；长大后的她，却下决心领着一批又
一批的军娃成长，成为一名“孩子王”。

多年以后，军娃的身份在她的心里
有了新的注解。那是上世纪 90年代工
作之初的几年，西藏交通不便，信息闭
塞，教育条件亟待改善。

孩子们经常围着这个大学生老师，
问很多“奇怪”的问题：“杨梅是甜的还
是酸的？”“矿泉水好喝吗？”“长大后我
能去天安门吗？”……听到这些问题，益
西卓嘎不免鼻子一酸。

军人艰苦、军娃不易。那些年，军
人家庭的孩子多数选择寄宿，缺乏家庭
关爱。她清楚记得一次家长会，小军娃
楠楠蹲坐在学校门口等爸爸，直到深夜
才悻悻地回宿舍……

从那以后，益西卓嘎手上不离各类

教育学书籍，满腔热血的她找到了自己
的人生目标：“做一名优秀的教师，把孩
子们培养好，给他们关爱，让他们将来
有机会看看外面的世界。”

2000 年，益西卓嘎从小学部调入
幼儿园。知道自己专业知识存在短
板，她边工作边自学，取得了学前教
育本科学历。她说：“我也曾是一名军
娃，我深知这里需要我，我更要实现
自己的价值。”

如今，已是高级教师的益西卓嘎
一有机会就学习充电。近年来，她先
后 7次参加国家、军委和陆军的幼教
培训。她还结合多年从教经验，在报
纸杂志发表了 4篇学术论文，多次被
原成都军区、西藏军区评为先进工作
者，2018年被评为全军优秀教师。

“请您放心，我们绝不辜

负最可爱的人”

一句承诺化作29年

坚守

“拜托了，卓嘎园长！”“放心！放
心！”

目送西藏军区参谋部参谋段荣三
步并作两步走的焦急背影，益西卓嘎紧
紧拉着小军娃段沐成的小手，内心既充
满崇敬，又心生一丝忧虑。

那年，西藏边防突发特殊情况，段
参谋接到上级紧急命令，赴边防执行任
务，孩子母亲恰好回内地照看年迈的父
母。年仅 3岁的小军娃段沐成由谁带成
了大难题。

电话那头，无法兼顾父母和孩子
的妻子，哭成了泪人。“能不能送到卓
嘎园长那儿？”同事的提醒让段参谋
找到了希望，简单收拾好换洗衣服、

纸尿裤，就拉着小沐成往军区机关幼
儿园赶。

那些天，卓嘎园长和幼儿园的老师
轮流把小沐成带回家，既当爸又当妈。
洗澡、讲故事……卓嘎园长像带自己的
孩子一样，悉心呵护着小沐成。小沐成
有时候会哭得稀里哗啦，卓嘎园长就穿
上父亲的军装，和小家伙做游戏，或者
讲军人爸爸英勇战斗的故事，吸引孩子
的注意力。

执行任务回来，见懂事的小沐成竟
然还学会了敬军礼，又欣喜又感动的段
参谋一个劲地感谢益西卓嘎。而她却
说：“军人守着国，我们理应守好军人的
后方，能为戍边卫国尽一份力，更是我
们身为教师的荣耀。”

这些年，益西卓嘎不知道带了多少
军娃，也不记得被多少孩子叫“卓嘎妈
妈”。她的千金一诺，总能带给家长无
尽的安全感。

这份安全感，也来源于益西卓嘎身
为园长的本领危机。随着社会的发展，
西藏整体教育水平大幅提升，“不让孩
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美好愿望成为家长
们的期盼。

在益西卓嘎带领下，幼儿园开启
一段艰辛的探索：缺教育设施，就组织
教职员工手工制作各类民族特色小教
具；高原植被稀少，就在园内植树造一
片民族植物园；课外拓展活动少，就自
主创新，组织“民族节日礼节课”“民族
建筑学”“民族文化装饰”等活动；教材
不丰富，就自编西藏自治区农牧区双
语教材，还荣获特殊贡献一等奖；师资
队伍培训机会少，就组团自考，21名年
轻教师考取各类证书，迅速成长为幼
教骨干……

经过多年努力，益西卓嘎带领下的
西藏军区机关幼儿园，成为西藏边防官
兵口口相传的优质学校。

“愿每名孩子的童年，都

埋下心怀家国的种子”

一片丹心书写29年

大爱

“长大后，我要成为一名军人！”当
次央啦变得越来越开朗，还能当着小朋
友的面大胆说出自己的理想时，益西卓
嘎的心终于放下了。

她清楚地记得，一位老奶奶拉着
小次央啦一次又一次出现在军区门
口。孩子怎么没上幼儿园？出于职业
敏感，益西卓嘎主动跟老阿妈询问情
况。让老阿妈没想到的是，她要找的
人竟然主动出现在她面前。次央啦的
父亲是一名乡村教师，家庭发生变故
后，小次央啦不得不被送给奶奶抚
养。为了给孩子好的教育，焦急的奶
奶多次来军区门口碰运气。

根据多年从教经验，益西卓嘎看出
孩子既聪颖又胆小，这样的特征，和许
多缺乏关爱的军娃如出一辙。正因为
此，益西卓嘎毫不犹豫地按规定为孩子
办理了入园手续。

因为这次幸运的经历，一颗心怀家
国的种子，在小次央啦的童年世界里萌
芽。她只知道，自己穿上了小迷彩服，
学会了打小背包，还每月参加一次“军
事拉练”，而这些都是益西卓嘎多年探
索的国防萌芽教育的成功经验。

作为边远艰苦地区的军队幼儿园
园长，她融合民族文化熏陶和国防启
蒙教育，组织开展“军事夏令营”“小
战士才艺大比拼”等活动，在锻炼幼
儿吃苦耐劳品格的同时，培养国防意
识，成功探索出边疆地区国防萌芽教
育新模式，在全国独树一帜。

西藏军区机关幼儿园园长益西卓嘎29年如一日情注边疆教育事业

爱洒军娃的“卓嘎妈妈”
■本报特约记者 曹文勇 通讯员 王添昊 吴 双

这是一个普通的夜晚，已到下班时
间，可锦州军分区第三干休所文职护士
庞继薇，吃过晚饭又返回医疗室，像往常
一样认真清洗医疗器械。之后，她一条
条仔细地为她的接任者写下工作提示。
“吕明华老首长家住五单元五楼，楼

门铃是 0502，老首长耳背，右耳稍好，说
话要贴近右耳说话，但声音别太大，太大
他反倒听不清。”
“要格外关注这位老首长，他腿脚

不灵活，身边离不了人，走路容易摔
倒。所以，赶上家里人出去了，你千万
不能离开……”
“自从得知自己将作为优秀骨干

被调到另一干休所，庞继薇每天加班
加点为接任者交接工作，包括注意事
项，不少内容都列出明细。”干休所所
长姜健告诉记者，她很早就催所领导
让接任者提前和她交接，这一交接就
是 10多天。

夜已经深了，庞继薇还在写交接
明细，20多页的内容，每一项都标注得
具体详细，不少关键点还标记红五星，
文字下面还画了红杠杠。她还对接任
她的文职护士栗小砚说：“咱大院里的
军队离休老干部，都参过战，个个战功
卓著，有的还是一级战斗英雄、一级英
模。因为当年参战时受过伤，加之年
岁大了，很多人身体都有问题。咱当
护士必须细之又细，哪怕是出现一丝
一毫的差错，都对不起这些老前辈老
英雄。”

让栗小砚最难忘的，是庞继薇领着
她一家一家地给老首长摆药。老首长每
家有一两个摆药盒，每个药盒里又分出
几十个小盒，从周一到周日，分早中晚，
每个老首长一周七天的三次药，分别摆
在每个盒子里，有半片、一片、多片的。
对半片的，庞继薇一再嘱咐，要用切药器
切，千万别嫌麻烦，手掰不均匀，还容易
出现碎渣，浪费药……
“我当护士 12年，头一次遇上这么

细心的人。”栗小砚告诉记者，有次庞继
薇领她去一级战斗英雄翟文清老首长家
巡诊，一路上她把老首长的生活习惯、性
格特点，一一作了详细介绍。“快到门口
了，又悄悄对我说，老首长心脏不太好，
平时习惯坐轮椅背对着门看电视，所以
每次来，要先想办法让他看到人，要不突
然出现容易吓着他……”
“一个人临走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

式告别，往往最能体现人品和境界。”干休
所领导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所里老英雄
杨生林过世不久，其儿子也因病去世，遗
孀张俊秀深受打击。庞继薇在向栗小砚
交接情况时反复嘱咐，虽然事情已经过去
多年了，可到张阿姨家巡诊，还是别提过
节的事，也别说孩子回家团聚之类的话
题，一旦说漏嘴了，年过八旬又体弱多病
的老人，恐怕受不了这个打击……

庞继薇就是这样对工作细致入
微。干休所有个专门用于老干部实报
实销医疗费用的数据管理系统，教了栗
小砚三四遍，庞继薇还是不放心，又列
出了 19 个容易出现差错的注意事项，
还拍出照片作以标明。庞继薇说，从战

火里走来的老首长，这一辈子不容易，
需要报销的药品，有的有几十种类似的
药名，稍一马虎，填报的数据就会出错，
一旦核对不准，就会给老首长造成不必
要的经济损失，该给报销没报成，那就
是咱的失职啊。

临行那天，下着小雨，也不知谁传出
消息，全所的老干部，包括老干部遗孀、
保姆、子女，有的还坐着轮椅，纷纷自发
前来给庞继薇送行。大家一直送到大门
口，还依依不舍，不肯离去。几位老干部
边擦眼泪边喊：有空就回家来看看！一
句话说得庞继薇泪流满面。

坚持把简单的事情做好就是不简
单，坚持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平
凡。据悉，庞继薇在干休所工作 4年多，
连续多次被评为“最满意护士”“优秀护
士”“先进工作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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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益西卓嘎（正中）与孩子们在操场上玩游戏。 王添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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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是一定要有的，万一实现了
呢？”这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基础部基础
实验与创新中心实验师闫四海最喜欢
的一句话。对他来讲，梦想就是携笔从
戎。为了这个梦想，他三次入军营。他
说，这就叫初心不改、情深似海。

2000年高考填报志愿时，他怀着满
腔报国情填报了军校。然而，由于家在
农村，信息较为闭塞，当终于收到原第
二炮兵工程学院录取通知书时，他却高
兴不起来，因为虽然被录取了，但属于
地方委培生，成了一名没有军籍的“军
校生”。

从副班长、班长到副区队长，从当
课代表到被评为优秀学员，四年军校
生活，他没有因为身份的不同放松要
求，而是处处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
“虽然不是军人，但我与其他军人

同学一样，经历着真实的军营生活。”大
学毕业后成为一家私企工程师，他始终
忘不了军营生活的点点滴滴。

或许是命中注定。2006 年，母校
原第二炮兵工程学院首次公开招聘文
职人员。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积极报
名，经过层层选拔，成为学校原基础实

验中心的一名助理实验师，第二次进
入军营。

重回学校，过去的老师成为同
事，但老师还是老师。为了能够尽快
进入角色，他向部里的王淑平教授请
教教学技巧，练习教姿教态；与刘延
飞教授一起搞科研项目，提高学术水
平……

2007年，组织把指导学员参加全国
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任务交给了
他。受领任务后，他与学员一起奋战数
十个日夜，最终获得陕西省二等奖，他
也成为新聘文职人员里第一个受到嘉
奖的。

前进的道路是坎坷的。2010 年该
校下发通知，要求教学岗位的教员必须
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只有本科学
历的闫四海面临着两种选择：是离开学
校，继续深造，还是退居教辅岗位，干教

学保障工作。深思熟虑后，他最终选择
了前者，虽然后者也是一片新天地，但
是执教为战才是他的追求。
“四海，只要你来单位报到签合同，

一毕业就能上班。”2015年，闫四海西北
大学研究生毕业前夕，某航天研究院主
动给他打来电话。如果说这个机会是
一道只有“是与否”的“判断题”，那么
继续报考文职人员就是一道更难的“选
择题”。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从一名农
村娃到一名军校学员，再到一名合格
的军校教员，学校培养了他近 8年，给
了他一次又一次实现人生转变的机
会。他和妻子在学校相识、相恋，再
到结婚、生子，对学校已经有了很深
的情感。虽然成功与否不得而知，但
他还是毅然选择再次报名文职人员考
试。他婉拒了研究院的邀请，集中精

力备考，最终再次成为学校的一名助
理实验师。

三入军营情似海，不用扬鞭自奋
蹄。有了第一次任职的经历，回校后
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参与了学校多项
课题的科研攻关、编写相应的实验指
导教材，在全国电工电子基础课程实
验教学案例设计竞赛中获三等奖；指
导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信息技术创新
应用大赛荣获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2018年，他如愿穿上“孔雀蓝”，不
仅有了新身份，组织还让他担任电信
组教学组长和学校电子制作 DIY 俱乐
部主任。

回忆三入军营的情景，闫四海满是
感慨。他告诉记者：“文职人员是军队
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没有穿上军
装，但生活在军营，又给军人当老师，从
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圆梦。”

闫四海：三入军营情似海
■吴熙昊 本报特约记者 钟福明

我的文职情

军队文职人员制度改革吸引越来越

多的优秀社会人才涌入军营，给部队注

入新鲜血液，使军营充满生机活力。特

别是改革不断推进，文职岗位逐渐成为

高学历人才实现价值、报效国家的重要

平台之一，文职人员成为军队和国防建

设的重要力量。

面对这些高材生，部分单位尽管重

视他们的理论学习培训，但在业务传帮

带上用力不够。片面认为这些文职人员

脑子活、懂得多、适应快，在专业技能上

无需多讲，只要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即可。殊不知，部队的特殊性导致有些

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历练、磨

合、摸索、总结。要想让文职人员尽快度

过“第二适应期”，独当一面开展工作，成

为未来军营之“星”，就需要业务上的传

帮带。

文职人员条例规定，军队根据文职

人员履行职责、改善知识结构和提高职

业能力需要，对文职人员实施分级分类

培训。这里除了送学培训外，业务骨干

的传帮带不可或缺，它更直接、更方便、

更有效，既赓续了我军传帮带的优良传

统，又密切了同事之间的关系。所以，我

们要充分发挥其作用，让政治优势变为

发展强势。

对新聘文职人员的传帮带，首先

要解决认识问题。不能认为他们的加

入是工作上的竞争对手，特别是对那

些已在部队工作多年的“老资格”来

说，绝不能搞技术“留一手”，更不能

刻意设障、有意刁难。要胸怀部队大

局，珍惜相处缘分，视他们为亲人、把

他们当“徒弟”，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主动担起传的责任、燃起帮的热情、兴

起带的爱心。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

齐放春满园。文职人员的接续工作，

是单位得以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是事

业后继有人的重要保证，业务骨干有

义不容辞的责任。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

速，非一足之力也。”对新聘文职人员的

传帮带，要真心、细心、耐心，不厌其烦，

不厌其难，做到面对面地授，手把手地

教，不能滋生“恨铁不成钢”的泄气心

理，也不能出现“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

人”的甩手做法。既要给任务，又要压

担子；既要提要求，又要给信任。有了

责任，骨干要勇于担当；有了矛盾，骨干

要主动化解；有了问题，骨干要主动解

决。如此，才能真正使新聘文职人员快

速成长。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新聘文职人员的虚心好学也很重要。文

职人员入职前虽然在学校里学了一些知

识、在社会上做了一些事，但与部队的岗

位要求还有许多差距，需要躬身学、笃行

做、仔细悟，多向书本学习、多向骨干请

教，要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钻

研业务、以“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钻劲解

决难题，努力在谦虚求进中提升素质，在

攻坚克难中提高水平，在淬火历练中增

强能力。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

成。对文职人员的教育和培养是长期

的，只要勠力同心、脚踏实地把这项工作

做好做实，文职方阵将满园春色。

骨干帮带不可缺
■肖 健 王 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