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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玲，34秒！”12月初，新兵团
组织新兵结业考核。我们排新兵陈玲
听到考官现场报的战术基础动作考核
成绩，激动地把我紧紧抱住，笑得像
刚拿到心爱礼物的小孩一样。谁能想
到，一个月前她还在为及格而发愁。

身体偏胖、体能较差、动作不灵
活……每次进行战术基础动作训练，
陈玲比其他新兵都吃力，而且成绩总
是离及格线差一两秒，最终这个“困
难户”成了我的重点关注对象。
“要多练练脚掌扒地的动作”“要

注重手脚协同用力”……每次训练，
我用各种办法为她加油鼓劲，不断提
醒她纠正错误动作，但是不见成效。
看到她练得浑身湿透、一脸泥灰、膝
盖破皮，我一阵阵心疼。

在连队组织的考核中，陈玲所在

班因为她的成绩不及格与第一名失之
交臂。虽然大家没有埋怨她，但她非
常自责。“排长，我给班里抹了黑，但
是我真的尽力了！”在一次谈心中她对
我说，“无论怎么练都练不好，我已经
没有信心了……”

我一边听她“诉苦”，一边思考着
解决办法，突然对“信心”这个词敏
感起来。于是，我找到她的班长张静
“串通”，为她设了一个“局”——

那天，我们排像往常一样组织战
术基础动作训练。轮到陈玲上场时，
我暗中向张静示意了一个“点赞”的
动作，张静马上心领神会。
“预备——走！”只见陈玲像往常

那样匍匐前进，眼看要到终点，正在
拿着秒表计时的张静提前一秒按了“停
止”键，当众宣布：“陈玲，39 秒 51，及

格了！”
听到这一成绩，陈玲眼睛直勾勾

地看着张静，半天不敢相信，直到看
过秒表确认，激动的泪水顿时夺眶而
出。

从那以后，陈玲越练越有劲头，
我借这个机会及时纠正她在匍匐前进
中存在的问题。一周后，张静告诉
我，陈玲真的及格了，而且成绩一次
比一次好。

提前一秒卡表，成功帮助陈玲克服
了“就差一秒”的心理障碍，不禁让我
陷入了思考：基础较弱又自我要求高的
新兵，往往心理压力比较大，一旦受到
挫败很难自我调节，需要新训干部骨干
帮他们重拾信心。而一个“善意的谎
言”，有时可以达到这一效果。

（潘文璐、陈 明整理）

少算一秒，她克服了“就差一秒”
■新疆伊犁军分区新兵团某连排长 刘郑伊

特别推荐

少算一秒，加长一米，两个带兵人

不按常规出牌，把个别新兵的训练成

绩带过了及格线。招法不深，但有妙

用，原因就在于他们见微知著，抓住了

新兵的现实思想问题，做到了有的放

矢。

带新兵要带心。新兵的内心很敏

感 ， 是 带 兵 人 带 兵 成 效 的 “ 晴 雨

表”。天气热了，新兵容易思想浮

躁，就要让他们冲冲凉、醒醒脑；天

气变冷，新兵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就

要及时给他们加衣服、送温暖。由此

引申开去，带兵人对新兵，不仅要知

冷知热，更要知心知意，通过带思想

带心理来把兵带好。

这就要求新训干部骨干要摸清新

兵的日常言行、思想状态和心理活动，

既要掌握普遍的新兵训练问题解决方

法，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新兵练

不好的时候多指导帮带，在不想练的时

候多鼓劲加油。同时，还要把解决思想

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真心实

意地解兵忧、释兵惑，把工作做到新兵

的心坎上。

带新兵要带心
■第73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副主任 田 亮

“今天我们排在训练场上表现不
是很好，有的东张西望，有的没有尽全
力……”12 月上旬，二排排长陈瑞在一
次讲评时点出新兵在训练中出现的几个
小问题，引起了我的警觉。

在新兵团组织的第二阶段考核中，
我们连队的成绩名列前茅，特别是二
排，手榴弹投掷课目全部达到了及格
线。那一周，二排成了“香饽饽”，连队
晚点名表扬、周讲评表扬，新兵营月讲
评还表扬。盛赞之下，我发现他们出现
了不好的苗头：练基础动作时，认真体
会的少了，应付了事的多了；练手臂力
量时，俯卧撑没做几个就停下来歇一会
儿；上场投弹时，第一枚投及格，第二枚
就不想投了……
“指导员，我觉得我们排里的新兵有

点得意忘形了，自从在手榴弹投掷考核
中过了及格线，就开始追求‘及格万岁、
多一米浪费’，多一米都不想投。”陈瑞跟
我谈起这事，也觉得要找个机会给排里
的新兵提提醒。

刚好此时，连长李友才跟我商量，
打算在连队楼前草地建一个临时的投
弹场。机会来了，我故意把及格线往
前挪了 1米，将二排安排在临时训练场
投弹。
“怎么又回到‘解放前’了？”看

着一枚枚手榴弹没过及格线，看着新
兵直摇头的样子，我借机解释道：
“上次你们二排在手榴弹投掷考核成
为新兵团唯一一个全员及格的排，确
实值得表扬。但是我们不要被一时的
成绩冲昏头脑，要多想想如果换了环

境、标准更高、要求更严，还能不能
及格？”
“及格线才加长一米你们就有很

多人败下阵来，练就过硬打仗本领，可
不能仅仅满足于及格。”看大家都低下
了头，我引导他们进行总结反思。“我
被表扬后确实有点自满了”“我上次能
及格纯属运气”“最近我想训练的少
了，想休息的多了”……新兵们你一言
我一语开始自我解剖。

随着反思的深入，大家表示要一如
既往地努力训练，不断突破自己。

我趁热打铁，把这个训练方法推广
到全连，每隔一周就把及格线往前挪一
米。这不，训练场上比学赶帮超的氛围
很快浓厚起来了。

（朱艺森、朱 强整理）

加长一米，我扭正了“只多一米”
■东部战区陆军某新兵团指导员 刘玉俊

走进新兵连 走好兵之初

值班员：东部战区某旅指导员 田

延青

讲评时间：12月4日

这几天，我在朋友圈发现了一个
名为“天天领现金，打款秒到账”的返
现活动，并且很多战友都在转发、点
开这类链接。

为博取消费者的眼球，某网络平
台先让人领取几十块钱的红包，给人
一种现金唾手可得的感觉，随后再逐

步减少能领到的红包数额，诱使人继
续转发。当我们已经耗费了大量的
时间精力后，却发现付出的代价远超
预期，但仍要坚持把红包提现。这期
间，不论是否坚持到底，该网络平台
已从我们身上赚取了足够的利益。

同志们，把链接转发给别人，就可
以领红包，背后必有所图。天下没有免
费的午餐，只有靠自己努力获得的东
西，才是最实在、最放心的。

（解昊青、徐明章整理）

警惕红包有陷阱

值班员：第81集团军某旅教导员

曲凌霄

讲评时间：12月5日

开展基层减负以来，谈心本已不
在检查范围内，但我发现仍有个别
干部与战士谈心时，习惯边谈边记
录，把谈心内容一五一十地记录在
谈心本上，无形之中给战士造成很
大的思想压力。如此情形之下，战
士能敞开心扉吗？

究其原因，还是个别干部骨干没
有真正掌握谈心方法，让战士在谈心

中有所顾忌。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
样：带着谈心本谈心，往往会出现机
械的问答、冰冷的对话，战士或三缄
其口，或闪烁其词，一来二去让谈心
流于形式变了味。

同志们，谈心是一项工作，也是一门
艺术。把谈心内容印在心里而不是本子
上，就要走进战士日常训练和生活中，从
战士感兴趣的话题说起，循循善诱，摸清
战士的思想脉络，找准战士的心中疙瘩，
及时回应战士关切，方能把话说到战士
心坎上，战士才能把心交付给你。

（姚小奇、王鹏皓整理）

提倡谈心别带本

微议录

每逢评优评先、发展党员等涉及
到官兵切身利益的敏感时刻，各单位
都要组织民主测评。官兵在民主测
评表上打的对勾，不仅是行使民主权
利的体现，更关乎受评官兵能否得到
正确评价。然而一些官兵由于思想
摆位不正、重视程度不够、情况了解
不全等原因，在民主测评时将对勾
“打偏”了——

有的认为自己的意见无足轻重，
随意挑选某个选项“一勾到底”；有的
公私有偏，对工作中要求严格的干部
骨干统统给“差评”；有的根据远近亲
疏进行评判，处处偏向“自己人”……
“错位”的对勾让民主测评变了味，不
但对受评人不公，还会破坏单位风气、
影响官兵团结。

打一个对勾只需轻抖手腕，但打
好对勾却需一番思量。郝小兵认为，
要对民主权利心怀敬意，认识到个人
选择看似无关紧要，汇聚起来却能产
生决定性影响；要破除“利己主义”“圈
子文化”“老乡情结”等狭隘思想的桎
梏，培塑公平公正理念，做到合理考
量、公道评价；要注重赏善惩劣，将好
人好事凸显出来，对错行劣迹绝不隐
匿袒护，通过一点一滴增进官兵互相
了解，将心中天平调正。唯有如此，才
能将对勾打在对自己、对战友、对单位
负责的位置上。
（文/周强、顼洋 图/陈晨、刘洋）

民主测评：莫把对勾打偏了

初冬，塞北大漠，平地响起一声
惊雷，一枚导弹发射升空，精准命中
靶标。

欢呼雀跃的人群中，一位两鬓斑白
的老兵格外引人注意。战友们把他簇拥
到合影队伍的中心位置，给他戴上一朵
大红花。而他的右胸前，是执行任务期
间佩戴的一块姓名标识牌，上面印着一
个熟悉的名字——王忠心。

今年，是王忠心当兵的第 33 个年
头。3年前，48岁的他延迟退休，留在
基层连队继续当班长。今年 10月 1日，
作为英模代表，王忠心受邀登上天安门
城楼，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回到单位不久，他听说旅队
要马上执行实弹发射任务，二话不说打
起背包就出发了。
“按说老王是老资格，但他却总比

别人抢先进入了战斗状态。”在梯队指
挥员、该旅政委邓志良眼里，王忠心兵
龄最长、资格最老、荣誉最多：一级军
士长、全国人大代表、“最美奋斗者”、
“八一勋章”获得者……这次任务，完
全可以提出不去，但他始终把自己当作
普通一兵，闻令则喜却不动声色。在千
里机动的军列上，王忠心每天早上不等
值班员吹哨就悄悄起床，整理好背囊。
每次列车停站，王忠心总是要约上其他
高级士官一起下车当“观察员”，协助
检查装备紧固情况。遇有车厢里开展政
治教育，算是王忠心说话最多的时候，
他主动担任授课教员，与官兵分享参加
重大任务中的难忘经历和收获，给战友
加油打气。

抵达发射地域，年过五十的王忠心
也不闲着，马上拉起一支队伍，与那
些二十出头的壮小伙一起卸载装备物
资。别看是体力活，里面也有很多学
问，王忠心深谙其道，对每个木箱里
装的什么仪器设备、应该摆在什么位
置、怎么摆放才能保持仪器设备的技
术性能等等，都了如指掌。他一边合

理调配人手、交代大家注意事项，一
边带着大家搬上搬下。事后，有官兵
竖起大拇指：“王班长本可以站在一旁
动动嘴、挥挥手，但他没有这么做，
真是让人感动和佩服！”

此次发射任务，与以往一样，王忠
心还是担任技术把关。专业指挥赵洋告
诉笔者，每次给导弹进行测试，王忠心
总是最早来到测试间，最后一个离开。
别看他坐在后排很少说话，一双眼睛却
紧紧盯着各种仪表上的数据变化，不放
过任何一点异样。
“只要一天穿着军装，我就是一个

兵，就要干好本职工作。”王忠心的
敬业负责精神，深深感染着身边的战
友。据旅长沈勇介绍，在王忠心的带
动下，全旅 40 余名面临复退官兵主动
请战，要求参加这次实弹发射任务，
其中不乏服役满 30 年的一级军士长刘
豪和黄宗勇，这些老兵在任务一线发
挥了关键作用。

发射那天，王忠心依旧平静如水，
稳得像一根“定海神针”，但他的心底
还是泛起了一些波澜。毕竟，随着上次
延迟退休的时间将尽，这可能是他最后
一次执行实弹发射任务。
“如果真的退役了，我也没有什么

遗憾，只是不能再与导弹作伴了。”王
忠心嘴唇一动，没有再说什么。

长剑出鞘，呼啸而去。望着划过
天空的那条壮美弹道，王忠心咧开
嘴，笑了。他的身后，官兵们欢呼雀
跃，这里面有很多人，都是王忠心的
徒弟。

入伍 33 年，当班长 29 年，王忠心
手把手带出了 300 多名导弹技术骨干。
“单位有这样一批素质过硬的‘种子人
才’，我很放心……”王忠心说。

上图：王忠心在庆祝实弹发射成功

现场参加合影留念，他的身后是近百名

导弹技术骨干。

程凯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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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员讲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