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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兴军的伟力，归根结底来自于基层热土、
生发于基层官兵。正因如此，习主席反复强调“真
正关心关爱官兵，始终把官兵冷暖放在心上”“基层
带兵干部要知兵、爱兵、育兵”“要用信任的眼光、欣
赏的眼光、发展的眼光看待基层官兵”。

将之求胜者，先致爱于兵。怎样带兵，一直是

基层最为生动鲜活的话题，有说不完的故事，讲不
完的道理。今天，“带兵人手记”栏目推出特别策
划，邀请 3位基层一线带兵人讲述他们一年来带兵
育人过程中最难忘的故事片段，总结他们认为最有
价值的教训感悟，为更多的一线带兵人提供参考。
敬请关注。

带兵人手记

上个月，我在同一天收到了两个
喜讯。去年 9月退伍的战士方喜高给
我发来一张荣誉证书，告诉我他报名
参加学校组织的红色故事会，最终拿
了全学院第一名；另一名退伍战士郭
康回到地方后，因为工作勤奋踏实很
快被领导认可，得到提职加薪。

突然接到这两个电话，让我既开
心又愧疚。去年连队共有 9名上等兵
面临进退走留，最终 2人选择留队，4
人考上军校，还有 3人选择退伍。当
时，全营官兵正在野外驻训备战实弹
打靶，选择退伍的战士在营区留守。
那几个月，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想要
留队和考学的战士身上，而对留守的
战士，心里想的是只要守住安全底线
别出问题就行。

老兵离队前，教导员龚斌带着我
们几个指导员赶回营区送老兵，路上
教导员问起给退伍战士制作视频进
展，我才想起来还有这样一档子事。
与我的“不走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几名面临退伍的战士加班加点，用砖
头和石灰垒起一块两米多高的大石
头，还刻上“备战打仗是第一要务”九
个大字，作为纪念立在了营区。

对于这件事，教导员没有过多责
备，而是讲起自己的经历：“我刚当指
导员的时候，正好赶上新兵入伍，作为
他们‘兵之初’的领路人，我天天想着
如何让他们变得更优秀，每天都会把
战士成长进步的点滴记录下来。两年
后，这批战士中有人被评为‘全国优秀
共青团员’，有人立了功，只有一人因
为家庭原因退伍。临走前，看到记录
自己两年变化的退伍视频，这名战士
哭成了泪人……”

都说部队是所大学校，作为连主
官，无疑就是学校里的“班主任”。正
如教导员常说的，“两年时间，足够把
一名社会青年培养成能担当起使命
任务的优秀军人和遵纪守法、担当有
为的优秀公民”。作为带兵人，无论
战士服役期满后是否选择留队，我们

都应该负责到底、关心到底、培养到
底，因为战士选择留队可以继续为强
军事业作贡献，选择退伍同样可以为
祖国建设作贡献。但是如果带兵人
不管不问不走心，无疑会浪费战士两
年宝贵的青春。

两年时间，足以改变战士的一
生。全军挂像英模黄继光、李向群都
是在第二年度兵时做出英雄壮举；去
年火爆网络的退伍战士刘宸，也是以
上等兵的身份拿下国际军事比赛 3枚
金牌，荣立一等功。如果官兵人人都
像黄继光一样舍身为国，像刘宸一样
爱军精武，这个连队该有多么强大的
战斗力？

这两年，连队每年年初都会组织官
兵写下新年愿望，装进信封“寄”给一年
后的自己。上等兵尹鹏希望今年能够
提升自己的学历，付佳康希望体能达到
“特三”级……我也在纸上写下了自己
的愿望：帮助每名战士实现目标！

（张嘉芮整理）

两年时间，足以改变战士的一生
■中部战区空军某地导旅政治指导员 高思峰

清晨，大山深处寒风如刀，刮在脸
上有些生疼。拉响战斗警报，眼看全
营官兵以快于战备标准的速度，全副
武装集结完毕，站在队列前的我却并
不满意：“我相信如果真的打起仗来，
你们还能再提提速！”

这绝非吹毛求疵，而是我深知“看
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道
理。只有把每一个再寻常不过的细节
练过硬、训到位，“全时待战、随时能
战”才不会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

去年底，我一身礼服登上所在战区
“备战打仗先进单位”颁奖典礼台，与其
他先进单位共享“荣耀时刻”。然而，从
战区领导手中接过荣誉牌匾的那一刹
那，我的内心除了激动还有遗憾，满脑
子都是那次折戟经历——

当时，我们营作为旅里主力，接受
上级能力检验评估考核。驱车仗剑钻
入漆黑夜里，谁也不会想到，在熟悉的时
间、熟悉的地点，我们几套久经战阵的发
射单元，会因几个不起眼的演练细节，被

导调组判定“点火失败”。
“二营是我们旅的先锋营、标杆

营，二营的战斗力水平就代表着我们
旅的战斗力水平。此时此刻，先锋营
打输了，作为旅里战斗力建设的第一
责任人，我责无旁贷……”站在我们营
所有指挥员面前，旅长虽气不打一处
来，却主动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

败因何在？议战议训盘点半年得
失，深入分析营里练兵备战、人才培养
等形势，我们从中找到了原因：近年来，
随着实战化训练走深走实，有些单位谋
战抓建似乎来到了瓶颈期，一时找不到
突破口在哪。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单位
和官兵冒出了“歇歇脚”的想法，总盯着
“伸手就能摘到的果实”。

以旅里“全能号手”培养为例，如
果为了培养而培养，片面追求“全能号
手”数量，那么在组训过程中便会侧重
于培养官兵全岗位操作能力，而忽视
了相应岗位的专业理论学习。如此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培养模式，

长此以往必然会损害一个单位的战
斗力。
“我们要善于分辨哪些是遮挡视

线的繁花，哪些是战斗力建设的真正
靶心，勇于攀上树梢去摘‘高处的果
实’。”明白这个道理后，我们及时调整
思路，瞄准短板弱项合理制订训练计
划、调整训练进度。去年下半年，营队
建设水平触底反弹，呈现强势上升势
头，在多项重大任务中表现优异，一举
拿下战区“备战打仗先进单位”。
“把‘艰难一日’留给今天，把‘最

坏打算’想在今天，那么明天我们走
上战场就会更加从容。”从战区把荣
誉领回来的当天下午，我又迅即带领
官兵开赴战备一线，担负新年度值班
任务。一路兵车辗转驶进大山，我如
此提醒全营官兵：无论是挫折还是荣
誉，都已是“昨天的故事”，我们应以
全新的姿态，迎接新的挑战、追逐新
的目标……

（本报记者 邓东睿整理）

别总盯着“伸手就能摘到的果实”
■火箭军某旅发射二营营长 江俊鹏

高原冷夜，月明星稀。前不久，
我担任连队值班员，一天晚上在连部
汇报完工作后，指导员突然拍了拍我
肩膀说：“面对繁琐的基层事务，我欣
喜地看到你终于走出了‘过度管理’
的困境……”

走出帐篷，踩着月光，看着留在雪
地的一串脚印，回味着指导员的一席
话，我眼前浮现出担任排长以来的成
长印记。
“过度管理”这个词是指导员在一

年前向我说的：它指的是管理者喜欢
事事亲力亲为、事必躬亲，整日陷于
“无限忙碌”之中，过分相信自己的能
力、精力和眼光，不相信自己的下属能
够做好，认为缺少自己的指挥就达不
到预期结果。

还记得担任排长之初，我时刻告
诫自己：作为一名新排长，要想得到战
士们的认可，就一定要亲力亲为、以上
率下。为此，我对每一项工作都很认
真，凡事都要自己带着干。然而，工作

一多便分身乏术，忙得身心俱疲不说，
还经常由于安排不及时耽误了进度。
有一回，我在担任连值班员期间，临时
接到一项公差任务，我转身便带着人
走了。结果，后面又来任务时，连长找
我安排工作，却愣是半天没找着人。

一次，我把整理库房的任务安排
给上士班长张文磊。任务展开后，我
来到库房，一边带头干，一边指指点
点。不料，张文磊当即提出异议：“排
长，你既然把这项任务安排给了我，就
应该相信我。”

此番“亲力亲为”，不仅让自己吃
了苦头，而且还让战士心生怨言。时
间一长，连队不少战士私底下还送给
我一个“管事婆”的绰号。

此后一段时间里，我整天闷闷不
乐，对待工作没有了以往的激情。一次
组织卸载物资，由于自己的分工不合
理，差点让一名小个子战士砸伤了脚。

我状态下滑很快引来了指导员的
关注，他了解情况后对我说：“你作为

一名排长，责任心强、带头参与排内任
务，这都没错。但排里也有许多经验
丰富、能力素质很强的士官，他们完全
有能力完成好你安排的工作，而你事
事直接插手干预，会让他们感到不被
信任。这样的‘过度管理’不仅事倍功
半，而且累了自己、疏远了战士。”

指导员的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在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依然坚持干在前，
但尝试着在任务没完成前不再指指点
点，如有好的意见建议，也会把班长骨
干悄悄叫到一旁，耐心和他们商议。

此后，我更加注重科学统筹各项
工作，安排任务注意区分轻重缓急。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不再“疲于奔
命”，战士们完成工作的干劲和标准不
减反增，我在排里的威信也日益提升。

收回思绪，放眼前方的雪地——
这正像我接下来要继续走的路，未知
与希望并存，我和全排战士在空白的
雪地上终将留下最坚实的脚印。
（本报特约记者 黄宗兴整理）

多些信任，让我不再“疲于奔命”
■新疆军区某火力团高炮营二连排长 胡世坚

Mark军营

“突刺时一定要挺胸，借助身体的力
量将枪送出……”初春时节，乍暖还寒，
武警株洲支队某中队训练场上，副教练
员陈尧边讲边做，迅猛有力的示范动作、
细致准确的要领讲解赢得了在场官兵
点赞。
“如今，即使主教练员暂时缺位，副

教练员也能挑起大梁！”谈及这一变化，
中队长刘源难掩喜悦。

事情还得从一次蹲点帮建说起。那
次，该支队副支队长刘大旺来到中队蹲
点帮建。他察觉到，连续几天的训练课

目都是由同一名战士组织。
“每个课目不是设置了正、副两名教

练员吗？”一问身旁的中队长刘源，这才
知道事情原委。原来，由于日常管理的
惯性，再加上组织训练时对应课目的主
教练员时常因勤务、公差等原因不在场，
且副教练员普遍存在能力经验不足的问
题，所以往往由当日中队值班员负责组
训。可是，值班员虽然都是各班班长，能
力素质相对全面，但也很难精通每个训
练课目的组训要点，导致训练质效难以
提升。

帮建讲评会上，该支队领导了解到，
这样的情况在基层中队并不少见。个别
单位不仅主副教练员经常不在位，主官
组训任教也挂了空挡，使训练经常在低

水平徘徊。
随后，该支队下发通知，要求各基层

中队叫停值班员组训模式，责成单位主
官和各专业教练员组织日常训练，压实
主官任教、按级任教责任。同时，按照
“使用一批、培养一批”的思路，大抓教练
员队伍建设，打破以往只由主教练员参
加集训的惯例，多批次、分课目集中基层
主、副教练员展开强化集训，着力破解教
学难题、补齐组训短板。不仅如此，他们
还集智攻关，采取召开“诸葛亮会”、邀请
院校教员等方式提高组训能力水平。

组训出实招，赛场见实效。前不久，
在支队举行的群众性练兵比武赛场上，
官兵们奋勇争先，发挥出色，打破多项课
目纪录。

武警株洲支队压实组训任教各级责任

副教练员也要挑大梁
■贺韦豪 王泽华

“授课很精彩，但我为何听不进

去？”近日，某部组织网络教育授课，创

新开通线上点评，不承想弹幕上出现

类似吐槽：“全程都是‘你说我听’，没

有互动交流，怎能调动战士兴趣？”

其实，这种类似情况在一些基层

部队并不鲜见，不少施教者打着“互联

网+”的幌子却在“重复昨天的故事”：

有的备课在网上荡来荡去，内容却“复

制粘贴”干脆了事；有的动辄一部视频

放到底，不去引导讨论思考；还有的仅

仅满足于把课堂搬到网上、课件挂在

网上，授课内容缺乏时代气息……凡

此种种，均是在开展教育过程中，仅仅

把网络当作了施教工具，片面注重网

络形式，而没树牢网络思维，也就无法

实现网络与教育的有机融合。

当前，“00后”官兵逐渐成为基

层主体，他们习惯“指尖上的生活”，

享受“一网通的便捷”，喜欢“平等式

的交流”。对此，施教者需要清醒地

认识到：一方面，单纯运用灌输的方

式难以走进“网生代”官兵的内心；

另一方面，网络是平台，要承载与之

相得益彰的内容，倘若简单将其作

为工具使用只会陷入“穿新鞋走老

路”的怪圈。

笔者认为，作为部队施教者，要领

悟“互联网+教育”的真谛，坚持灌输与

启发相统一、内容与形式相协调，既要

运用鲜活生动的网络手段，将理论知

识变得有滋有味，形成润物无声的滴

灌效应；又要借助网络平台创新教育

方式方法，针对官兵知识层次不同、兴

趣爱好广泛、发展需求多样等特点，找

到切入点、找准连接点、找对交互点，

改变“我说你听、我读你记”的教育套

路，从而真正实现网络和教育同向发

力、同频共振。

领悟“互联网+教育”的真谛
■禚宏伟

提高军队网络教育质量效益基层之声

新闻前哨

写在前面

演兵场上的雷霆万钧、一枪毙敌，

离不开平时的千锤百炼。新年开训以

来，很多部队注重向细节要战斗力、从

小处练真功夫，将实战实训引向深入，

持续掀起练兵热潮。

蜜近日，南部战区空军某旅围绕
多个实战课目组织研练，不断提高

部队打赢能力。图为战士精准操作

装备。 裴 俊摄

蜜前不久，武警上海总队某支队
从细节入手展开新一轮反恐训练。图

为突击队员反复研究如何利用烟雾弹

掩护突入楼内。 李 岩摄

专 攻 精 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