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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次，深圳舰一名战士休假 10天
就自己归队了。舰领导询问原因，他回
一句话：家里不好玩儿。

他的班长发现了端倪：原来很阳光
的小伙子，休假回来后变成了“闷罐子”，
以前休息时手机不离手，现在就是独自
发呆。普查手机使用情况，竟发现他的
手机因长期没有使用，电池没电导致开
不了机。

经过反复谈心了解，原来这位战士
在家 8天时间，父母闹离婚吵了 6次，不
跟领导说，是因为一怕家丑外扬、二觉得
没人能帮。

了解情况后，舰领导发动他身边的
战友靠上去教育谈心，同时联系上其父
母做工作。最终，该战士的父母和好了，
其思想疙瘩也解开了。

现实问题，是解决思想问题绕不开的
梗。特别是关乎官兵家庭困境、衣食住
行、福利待遇、成长进步等切身利益的现
实问题，更加容易驱动和引发思想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要往深里想、深里

做，不能停留在表面，不能雁过不留声、
雨过地皮湿。”要做到这一点，就得直面
现实问题，搞清楚官兵到底在想什么、有
什么思想需求。

找到堵点，才能敲准

鼓点——

“吐槽大会”让官兵

敞开心中“隐秘的角落”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隐秘的角
落”。

官兵的思想问题具有隐蔽性，特别
是涉及个人隐私和单位敏感事项等问
题，更不容易主动说出来。这一点南部
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警勤连连长韩素娟
深有体会。

在机关工作那会儿，韩素娟下基层
摸排官兵思想动态，开展问卷调查，收上
来的答卷，“存在问题”那栏经常是空
的。召开座谈会，基层选过来的都是“老
面孔”，座谈会上虽然能够侃侃而谈，但
“有料”的话没几句。

当了基层主官后韩素娟和官兵打成
一片，大家无话不说。这时官兵才敞开
心扉：大家问卷调查“不透底”、座谈发言
“不讲真”都是事出有因，有的觉得私事
说出来也解决不了；有的担心自己说多
了，会影响单位形象；还有的处世圆滑，
喜欢挑机关爱听的、好听的说。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要发

现问题，还是得发挥群众的力量，发动官
兵吐槽问题。”该支队宣传科科长赵吉祥
告诉记者，他们组织群众性大吐槽的目
的，就是为了发动基层一线带兵人、班长
骨干、思想骨干摆问题挖病根。
“当前的官兵大都是独生子女，真打

起仗怎么解决后顾之忧……”近期的“忠
诚蓝鲸大舞台”筹备过程中，基层官兵吐
槽的数十个问题和困惑，形成了当前教
育需要释疑解惑的清单。

随后，该支队专门策划了一期“群众
性大家谈”活动。舞台上，来自不同岗位
不同职务的基层代表，结合自己的感受
和实践，谈了个透彻。

问题找准了、讲透彻、挖到底了，官兵
自然会打消疑虑。这场大讨论虽然没有
下结论，但台下官兵心中都有了答案。军
人家庭出身的某艇员队战士祁祺说：“我
太爷爷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我爷
爷也在战场上和强敌较量过，现在轮到我
要上战场了，我不能比他们差。”

某驱逐舰支队也有类似的“吐槽大

会”，他们定期会组织水兵公开吐槽，让
官兵把郁闷事烦心事“一吐为快”。

该支队深圳舰政委陈永强说：“活动
刚组织的时候，官兵还有点顾忌，不敢大
胆发言，我们就发动几个思想活跃的骨
干带头说。”

看到班长骨干带头发言吐槽，官兵
们也都放下顾虑，开始吐槽战友、吐槽部
门、吐槽舰领导。

随着吐槽的深入，个别藏着思想包
袱的官兵会慢慢打开心扉，把个人的压
力困惑和委屈都讲出来。

话匣子打开后，官兵的胆子逐渐大
了起来，吐槽的问题也越来越深刻。
“我们不怕官兵的吐槽多难听，只要

是真实的想法就好。这样既便于他们消
除思想包袱，也便于各级掌握问题对症
下药，找到针对性地解决办法。”该支队
宣传科科长徐广说。

现在，类似的“吐槽大会”已经成了
南部战区海军很多基层单位的热门项
目。官兵愿意参与，正大光明地吐露牢
骚和郁闷；领导愿意组织，引导宣泄的同
时，可以更准确直接地掌握官兵当前的
思想倾向。
“找到堵点，才能敲准教育的鼓点，

最终引导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方
式。”徐广说。

大水漫灌，更要精准

滴灌——

“新老对话”解决官

兵“成长的烦恼”

“新兵的疑问，老兵来解答。”海口舰

新兵上舰不久，舰上组织“新老对话会”，
让新兵把上舰后遇到的问题难题、困惑
困扰都提出来，让老兵结合亲身经历一
一解答。

会上，战士李士博吐露了自己的烦
恼：“手机管理太严，出海也没有信号，想
和女朋友说个悄悄话都难，这些天一直
在闹别扭。”

技师李卫华接过话茬，他首先给新
兵们讲述了自己与爱人之间的默契。“你
嫂子只要看到我把家里的冰箱塞满了，
把地板拖了一遍又一遍，就知道我又要
远航了，从来不多问。”

李卫华告诉新战友，军人工作的特
殊性，决定了生活的特殊性。作为军人
既要自己严格遵守纪律，也要积极争取
家人和朋友的理解。选择了军人，就选
择了这种特殊的生活状态。

最后，李卫华还告诉大家，目前的
手机管理还是能够满足正常的联络需
求，即使是出海远航期间，舰上也会开
通“亲情热线”，保证舰员与家人的定期
联系。

李卫华的现身说法让在场的新兵深
受触动，对于部队手机管理的抵触心理
大大缓解。新兵们都说，这种向身边人
请教身边事的教育方式，形式上非常放
松，内容更容易记住，道理也更容易想
通。

班长既是新兵成长路上手把手帮带
的引路人，更是舱室战位上背靠背打配
合的好搭档。正因为如此，新兵更愿意
跟班长吐露自己心中的秘密，班长更容
易开展一人一事的思想工作，通过教育
引导，解开新兵心中的困惑。

南沙守备部队泸沽湖舰战士田玉春
入伍前的梦想是驾驭军舰闯大洋，可分
配到炊事班后，每天面对锅碗瓢盆，心里
的失落感一天比一天强烈。慢慢地，他

变得越来越不愿意与战友交流，开始接
触网络游戏，并沉溺其中。舰上干部骨
干苦口婆心做他的工作，他却劝大家别
在他身上浪费时间。

该舰士官长余俊没有放弃田玉春。
一次聊天中，得知田玉春对雕刻艺术感
兴趣，便将这一情况报告舰领导，并建议
可以通过发展田玉春的兴趣爱好，转移
他对网络游戏的注意力。舰领导采纳了
余俊的建议。

在余俊的引导鼓励下，田玉春报
名参加了雕刻手艺培训班，并将雕刻
技术与厨艺有机融合在一起，他也由
此成了全舰最受欢迎的厨师。在本职
岗位找回成就感的田玉春逐渐走出了
“一人一机一世界”的网络生活。如
今，他已经成长成为该舰的炊事班班
长。

近年来，南沙守备部队结合“领导关
爱部属、党员关爱群众、干部关爱战士”
知兵爱兵活动，制订了《知兵爱兵细则》，
发动广大思想骨干发现、掌握和解决了
官兵的各种问题。
“我这个曾经在领导、战友眼中的

‘孬兵’如今变成好兵，要感谢舰领导和
战友对我的不抛弃、不放弃。”前不久，田
玉春走上讲台，与战友分享自己的成长
经历。
“三关爱”活动所激发出的凝聚力是

南沙守备部队官兵不竭的动力源泉。纵
然面对艰苦的训练环境、繁重的战备任
务，但南沙官兵始终不畏艰险、斗志昂
扬、乐守天涯。

采访中，有教育者指出，有时候，领
导居高临下的灌输，不容易让官兵接
受。干部骨干苦口婆心的开导，会让官
兵觉得是在“做工作”。而同年兵、老
乡、班长聊一聊议一议，反而能够有效
果。

某教导大队战士寇召庆是个有多年
带兵经验的老班长，每次新兵集训他都
是金牌教练员。

去年新兵训练时，寇召庆因伙房公
差分配的问题，与几名新兵有了分歧。
寇召庆强调突发情况不讲原因只讲执
行，而新兵却认为寇召庆侵犯了他们休
息的权利。无论寇召庆灌输什么大道
理，新兵还是不服气。

最后，新兵连组织新老座谈会，请
教练班班长和新兵代表坐在一起，谈一
谈从严治军与以情带兵的关系。座谈
会上，多名教练班班长分享了自己多年
的带兵理念，以及这种带兵方法的利与
弊。新兵代表则结合自身成长经历谈
了对部队管理方式的看法与建议。新
老同志坐在一起把话都说开了，新兵理
解了老兵的良苦用心，老兵包容了新兵
的思想活跃。

农业灌溉有漫灌与滴灌之分，教育
也一样，“大水漫灌”重在解决面上问
题，而“精准滴灌”重在解决个体问题，
特别是官兵“成长的烦恼”，更需要一把
钥匙开一把锁，广泛发动班长骨干靠上
去、贴近点，采取新老对话的形式，因人
而异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从而精准解
决官兵思想问题。

解决心事，先得办好

实事——

“故事分享会”让官兵

真切感受“幸福来敲门”

问题找到了，怎么解决是关键。
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是新组

建的部队，驻地条件艰苦，官兵家属住
房问题、子女落户入学问题等都是影
响官兵的“心病”。很多官兵都说：“自
己苦点累点没什么，不能让老婆孩子
跟着受苦。”

该师党委意识到，解决心事，先得办
好实事。为此，他们新建、修缮了数百套
住房，并主动联系政府部门，解决官兵家
属随军、就业和孩子上学难题。

此时，该师党委再顺势开展群众性
获得感教育，鼓励官兵上台晒一晒成就
感、算一算收益账，发动官兵从军人荣
誉、职责使命、成长进步、政治生态、环
境条件等方面，讲身边变化、谈收获体
会。

如愿搬进公寓房的该师战士周岳
建，主动上台分享起自己的搬家史：过去
家属临时来队只能“东家借房西家住、来
队一月挪三次”，如今实现“拎包入住”，
一家三口能够团聚在一起，工作的劲头
更足了。

这场群众性获得感教育，极大鼓舞
了该师官兵士气。面对一批批列装的最
新装备，该师官兵从保底线到飞上限，战
斗力水平也随之实现跃升，圆满完成各
项战备任务数百次，实现多个首次、打破
多项纪录。

官兵的现实思想问题，往往与实
际问题相伴而生。现实问题不解决，
思想问题就难以消除，工作就难见成
效。现实问题解决后，顺势用群众的
效果反馈作为教育素材开展教育，效
果事半功倍。

在某潜艇基地采访时，某艇员队领
导指出，艇员家庭后拉力是引发官兵分
心走神的重要原因之一。潜艇出海执
行任务，艇员往往走得无声无息，家里
的老人小孩都只有靠家属来照顾，如再
遇家里突发变故，艇员家属将不堪重
负。

为了解除官兵后顾之忧，该基地探
索创建了一站式家属服务中心，使艇员
出海后，小孩看护有托管、教育培训有专
家、看病就医有保障、家政服务有帮手。
同时，他们还开通家属服务热线和微信
群，拟制《家属服务指南》，及时为任务官
兵家属解难帮困。

今年，该基地导弹业务长葛幸随艇
出海参加任务期间，其家属因小孩上学
问题，引发了焦虑。葛幸家人在束手无
策之时，拨通了基地的家属服务热线，向
单位反映了困难和诉求。

该基地接到求助电话后，立即启动
帮困程序。他们邀请基地特聘心理专家
周元丽与基地干部组成帮困小组，赶赴
葛幸家中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经过 4天
的心理疏导和干预，基本做通了葛幸家
属的工作，缓解了焦虑症状，其小孩学习
问题也得到妥善解决。

在分享座谈会上，葛幸家属分享了
这次“千里心理大援助”的故事，让基地
官兵家属都深受感动。葛幸家属感慨地
说：“组织就是我们的靠山，作为家属，也
要力所能及地为组织分忧。”
“把任务官兵的家事当公事办，把小

事当大事办，才能唤起官兵对组织的信
任，让官兵义无反顾。”该基地领导告诉
记者，为任务官兵办好事、解难题的同
时，要注重从思想深处解决问题，发动官
兵家属加入思政教育阵营中，旁敲侧击
地做好官兵思想工作，变后拉力为侧推
力。

发动群众来吐槽、发动群众来解难、
发动群众来教育，广泛调动起群众的积
极性创造性之后，就能从群众中发现闪
光的智慧、绝妙的点子、有效的方法，就
能找到解开心结、化解矛盾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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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破解思想问题的“堵点”
■本报记者 范江怀 陈国全 特约记者 王 军 薛成清

在一线部队采访，一些基层思想政

治教育者对记者说：在基层，教育经常扮

演“背锅侠”的角色，单位出了问题，总结

经验教训，总能在教育上找到原因，如安

全教育不够，管理教育不严，思想教育不

深……

教育通常被认为是所有问题的发源

点，也是所有问题的落脚点。我们常说，

发现问题是水平，解决问题是能力。思

政课不能碰到问题绕圈子，遇到难题缩

脖子，到头来很有可能就会在关键时候

掉链子。

“思想政治教育要取得实效，就必须

奔着现实问题和活思想去。”不管问题原

因这口“锅”教育背不背，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确实是教育的出发点和着力点。

碰到思想问题，教育者首先要勇敢

面对。如果一个教育者脱离官兵的现

实思想，绕着问题走，只灌输一些套近

乎、安慰式的“心灵鸡汤”，那就违背了

教育的初衷和原则。面对问题，我们要

敢于硬碰硬，理直气壮地亮出观点。这

是一个教育者必须坚持的原则。我们

的教育只有对准活思想、找准契合点，

才能把官兵的问号拉直，把心中的疑虑

澄清，切实在解决问题、推动发展上取

得实效。

思想问题常常会打上时代的烙

印。现在的官兵学历高、成分多元、追

求时尚、视野宽广、思维活跃，这也决

定了人思想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遇到问题要敢于硬碰硬，既不能简单

粗暴，也不能“秀一秀”做表面文章。

找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实事求

是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坐在办公室

里拍着脑袋找问题，是难于把准官兵

思想脉搏的。只有深入到官兵中去，

与官兵打成一片，在思想的碰撞中才

能找准问题的症结所在，教育才能做

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切实打牢思想

工作的基础性工程。

发现问题要到官兵中去，解决问题

也要发动官兵，依靠官兵，相信官兵。走

开走好教育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开展

教育的优良传统，更是我们搞好教育、解

决官兵思想问题的有效方法。南部战区

海军一线部队开展的“忠诚蓝鲸大舞台”

“新老对话会”“南海尖兵”微课等群众性

教育活动，将教育主体从政治工作干部

拓展到基层官兵，发挥了官兵的积极性、

主动性。

这些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做

法，既调动了蕴含在官兵中的教育力量

和资源，也充分发挥了广大官兵破解思

想难题的聪明才智。在发现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官兵既是被教育的对象，

也是教育的参与者。

走进新时代，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必须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

风，充分依靠官兵搞好群众性自我教育，

真正让官兵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中唱

主角，使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既生

动活泼又行之有效，助力解决部队普遍

性、倾向性问题。

面对问题，我们该怎么办
■本报记者 范江怀 特约记者 周演成

梧州舰主炮班官兵在战位上举行“新老对话会”。 郝向东摄

34号军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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