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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应接不暇，官兵参与热情超乎
我的想象……”一堂近千人参与的“网络
慕课”结束后，看着屏幕上一条条意犹未
尽的弹幕，首次以军营“主播”角色开讲
的火箭军某旅发射六营教导员蔡发海不
禁心生感慨。

作为一名“老政工”，蔡发海至今还
记得，自己当年为调动课堂气氛所做的
努力。
“课堂上提问，是集中官兵注意力的

好办法。”有同事这样告诉他。一次思想
政治教育课上，他试了一下。结果，迎着
其他战友齐刷刷的目光，被他点起的战
士脸涨得通红，半天却没说出个所以
然。事后，那名战士告诉他：“这也太为

难我了，还不如罚我做200个俯卧撑。”
这件事让蔡发海记忆深刻。那以

后，每次在课堂上提问，他都格外慎
重，怕冷场时的那种尴尬，更怕伤了官
兵自尊。

可如今，在基地组织的网络直播课
试讲中，“第一个吃螃蟹”的蔡发海感受
到了一种全新变化：官兵参与度一下子
提高了很多。课堂上，他提出的一个观
点，竟可以催生出一片弹幕，这其中，有
不少就来自那些很少发言的官兵。
“可见大家完全没有了提问的顾虑，

这是一个好现象。”蔡发海说。
我们将时间回拨到 2个小时前，那

时蔡发海刚刚走进直播间，还有些不

适应。面前没有翘首以盼的听众，只
有身后空荡荡的绿幕和眼前长枪短炮
似的摄像头，蔡发海心里想：“这课该
怎么讲？”

看着眼前亮起的提词器，蔡发海围
绕“军人的忠诚”这一授课主题，开始讲
起事先准备好的开场白。

此时，左下角的弹幕一条条“冒”了
出来——“抢沙发，力挺蔡教”“最爱听蔡
教讲故事了”“能不能讲讲部队当年在高
原上的事”……络绎不绝的弹幕中，有赞
语，有请求，有提问，也有建议。

刚开始，蔡发海还能盯得过来。后
来，他就只能一目十行了。“有时会被一
些弹幕打断思路。”蔡发海说，“更多时
候，你会因为一些弹幕而产生新的想
法。”

蔡发海留意到，一些战士对部队以
前在高原上的老阵地挺感兴趣，他索性
抛开已经准备好的教案内容，从一次阵
地值班经历讲起，再渐渐将主题收拢回
“军人的忠诚”。

“那么，大家心中对老阵地是一种什
么样的感受？”令蔡发海没想到的是，这

次发问，引来了上百条弹幕回应。
更让他意外的是，条条弹幕已经不

只是官兵在与他这个“主播”互动，大家
也在自发地进行交流。往往是一个提出
问题，一群人在回答问题，而他只需要从
中引导、点拨，甚至是“策应”。

蔡发海看不到的是，屏幕背后，在该
旅机关所在营区以及分散在多地的各个
点位上，有那么多官兵坐在强军网电脑
前，关注着他的授课，随时准备着就他提
出的观点与战友们展开互动。

但有一点蔡发海很明白，那就是随着

成为军营“主播”，自己的角色定位也渐渐
从“主讲人”变成话题的“制造者”和“引导
者”，以前他所熟悉的“我讲你听”教育形
式，也正在因“云教育”的出现和新模式运
用变成大家积极参与的“大讲堂”。

走出直播间，激动之余的蔡发海揩
了揩额头上的汗水，告诉记者：“当‘主
播’的感觉有点‘爽’！”

当“ 主 播 ”的 感 觉 有 点“ 爽 ”
■本报特约记者 岳小琳 通讯员 胡明欣 雷 柱

新闻样本

“用什么碗吃饭”真

的挺重要——

网络直播“试水”军

营课堂

如果在以前，有人让某旅教育干事
宋宣锋推荐一种高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形
式，那宋宣锋还真得认真思索一番。但
现在，宋宣锋几乎可以不假思索地给出
答案：“你不妨试试军营网络直播。”

其实，对网络直播，宋宣锋接触的
时间并不长。甚至，当初选择这种形式
时，他几乎是出于一种“救场如救火”的
心态。

一年前的那段时间，宋宣锋在工作
进度方面有点着急。一边是不容懈怠的
疫情防控形势，一边是亟须落实的教育
计划。“大课开展不了，教育计划该咋落
实？”宋宣锋急得团团转却不知从何入
手。

这时，基地下发的《关于聚焦“传承
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深化思想政
治教育的实施意见》进入他的视线。当
读到“用好网络搞好教育”时，宋宣锋脑
海中突然“灵光一闪”——何不试下网
络直播？

年前制定教育计划时，就有人推荐
他尝试这种眼下正流行的形式，宋宣锋
听了直摇头：“网络直播不就是靠‘脸’吃
饭么，怎么能确保授课的质效呢？”

事实上，跟宋宣锋持有同样观点的
政工干部不在少数。“隔着屏幕，怎么及
时读取官兵反馈，适时调整授课节奏？”
在该基地某旅技术一营教导员卢俊看
来，教育还是要“面对面”，才能做到“心
贴心”。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宋宣锋下载了
一款直播软件，一口气刷了一个多小时
的视频后，他的心里渐渐有了点底：“互
联网上的不少热门直播早已过了靠
‘脸’吃饭的阶段。如何制造话题、创造
亮点、在潜移默化中让观众始终紧跟自
己……在很多方面，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都可以借鉴。”

在他的筹划下，该基地的第一堂网
络直播课在某旅部分官兵的支持下进行
了试讲。出乎宋宣锋预料，这种教育形
式颇受官兵欢迎，刷屏的弹幕始终洋溢
着官兵的热情——
“授课方式有点‘潮’啊！”
“时代感满满！”
“泪目，小散远单位竟有这么多震撼

人心的故事！”
……
随后的一份问卷调查更加印证了宋

宣锋的判断：针对网络直播，官兵好评率
达到 90%以上，30多名思想政治教育骨
干踊跃报名，请求参与授课。
“烹饪‘教育大餐’，食材很重要。怎

样做得好吃、色香味俱全，甚至用什么碗
盛放，也很重要。”教育推进会上，时任基
地政治工作部主任徐德立打了一个形象
的比方，“不只要让官兵吃好，还要让官
兵喜欢去吃、乐意去吃、吃得开心。”

该基地趁热打铁，邀请院校讲师、驻
地电视台工作人员、实力派网络主播等
前来讲授直播理念、传授直播技巧。话
题捕捉、情绪引导、互动交流等一系列直
播技巧渐渐被教育骨干运用到军营网络
直播授课中。
“要善于捕捉官兵的共鸣点”“肢体

动作、面部表情也很重要”“更新自己的
语言，要更具‘网络感’”……在课后的线
上复盘中，施教者热烈讨论，形成了更多
的直播授课经验。

思维的藩篱被打破，思想政治教
育的池水更加充沛鲜活，一条崭新的
思想政治教育之路开始在施教者面前
铺开……

弹幕把“一人讲”变

成了“大家讲”——

教育热不热，先看这

个“温度计”

军营网络直播“忽如一夜春风来”，
也使弹幕文化更深地融入官兵心中，在
课堂上绽放出承载思绪的朵朵“梨花”。

刚开始时，部分官兵只是偶尔刷几
个“666”，但随着网络直播教育形式在该
基地的扎根、开花，官兵们的发言也不再
满足于“点赞”和“打 call”。

对于弹幕文化给思想政治教育带
来的冲击，曾被上级评为优秀“四会”政
治教员的某旅二级军士长周新义一开
始并不以为然：“‘弹幕’无非就是几句
留言，能有多大的意义，又能溅出多大
的水花？”

周新义平时爱收集官兵中出现的新
词，风趣幽默的“网言网语”总是信手拈
来，他一直认为自己也算“跟上了时
代”。但首次登台网络直播课堂，不断滚
动的弹幕让他难以“淡定”。

一边是自己自信满满地讲述精心准
备的“抗战英雄故事”，一边是屏幕上官
兵越来越多的询问：“这个故事有另一个
传说版本，主播怎么看”“这位英雄后来
怎么样了”……接踵而至、反复出现的问
句，让周新义顿时“眼花缭乱”。最后，他
干脆心一横，来了一个“避重就轻”，只挑
上几个容易回答的进行解释。

而之后的一项评比，让周新义陷入
尴尬的境地。原来，该旅在检验教育落
实效果时，将弹幕数质量纳入授课质量
评比内容，相关数据直接在旅电子公告
屏上滚动播放，而他作为一名旅里有些
“资历”的思想政治教育骨干，量化成绩
竟然因弹幕数量少、质量低垫了底。
“弹幕真的这么重要？”“别人的弹幕

为啥这么多？”抱着赶超的心态，周新义将
名列前茅的几名教员直播视频翻出来反
复揣摩，一番对比之后他恍然大悟——
“弹幕就好像一个‘温度计’，时刻反

映着教员授课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热度。”
更重要的是，弹幕的高频次出现，也在事
实上把教员的“一人讲”变成了全体官兵
均可参与的“大家讲”。很多时候，前面
一个战友问的问题，只要“主播”稍加引
导，很快就有其他战友来积极作答。

找到问题的症结，周新义决定调整
授课内容和风格，在讲课过程中加入多
个互动环节。

在随后的一次例行教育中，周新义

再次走入直播室。讲课中，他不再对官
兵留言“置若罔闻”，而是精心挑选有价
值的弹幕，主动对其进行延伸性讲解，用
弹幕来助推和控制授课进程。良好的互
动氛围让官兵切实感觉到“主播在看着
我”，参与度也越来越高。

当月评比中，周新义的弹幕数量荣
登榜首，曾经的“四会”政治教员又上演
了一出“王者归来”。

周新义对弹幕重要性的认知变化，
是该基地思想政治教育骨干共同经历的
一个缩影。和周新义一样，他们也面临
着一种新挑战：课堂上官兵所提问题，早
已不再局限于教案所列范围。而面对这
种变化，施教者必须不断扩大自己的知
识储备，增强现场应变能力。

如果说，弹幕文化在军营网络直播
教育中的走俏，反映的是“网生代”官兵
对于参与和互动的渴望，那么，从另一方
面来讲，这条条弹幕也是对思想政治教
育骨干适应网络时代要求、实现能力快
速提升的一种倒逼。

真心捧出最鲜活的

精品——

内容为王，永不过时

在该基地推动下，“高原火箭兵讲
坛”“学习砺剑教育平台”“网络直播间”
等各具特色的旅团直播教育方案如雨后
春笋般出现。熟悉的教员变身网络“主
播”，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赋予了
鲜明时代感，官兵点赞叫好的留言络绎
不绝。

可时间一长，该基地的网络直播教育
仿佛遭遇了“倒春寒”。接连几次的直播
授课，发弹幕的官兵人数寥寥，提问的战
友更是没有几个。

这些“遇冷”的直播当中，就有某旅发
射三营教导员徐虎的一课。

徐虎曾不止一次地被评为优秀政治
教员。在网络直播中，他将自己的授课称
为军旅生涯又一个“高光时刻”，甚至被战
友们称为“网红教员”。但那一次，他发
现，直播中弹幕骤减的尴尬自己也未能幸
免，即便偶尔有官兵出来“捧场”，但问题
和观点也大多不痛不痒。

问题出在哪儿？一番网上调查之后，
结果水落石出。不少官兵反映，网络直播
的教育形式虽然很新，但新鲜感过后，依
旧架不住授课内容空泛，如果一味地“新
瓶装老酒”，教育效果肯定不会太好。

徐虎不甘心自己的课堂成为“沉寂的
海面”，他渴望的景象是“汹涌澎湃、浪花

飞溅”。于是，他决定深入官兵之中寻找
解决之道。

这一过程中，徐虎收集到了不少战士
的动人故事，用摄像机抓拍到许多接地气
的精彩瞬间，尤其是一些官兵主动为他提
供练兵备战一线的鲜活素材。这些，让他
在准备新的授课内容时更加游刃有余。

之后，随着他精心准备的《寻找身边
的英雄》网络直播课新鲜出炉，熟悉的弹
幕大军再次“回归”——
“全旅第一套战术沙盘原来是我们营

长李吴设计出的。寻找身边的英雄，我为
他插上一面红旗！”
“李营长是英雄，难道我们班长肖传

良不是好汉？忘了上次演习武器装备突
发故障吗，要不是他一次性现场排故成
功，那次演习的胜利方可能就会易主啦！”
“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

给我最多感动。打赢路上只要拼尽全力，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英雄！”

……
徐虎的成功引起了其他施教者的关

注，也使“内容为王”的教育理念成为大家
普遍关注的焦点。
“内容为王，永不过时。军营网络直

播的优势则在于能放大教育的实效。”徐
虎告诉记者，“要充分发挥军营网络直播
的作用，最基本的一点还是要贴近官兵生
活，在内容选择与提炼上狠下功夫！”

在思想政治教育骨干不断寻求突破
的基础上，该旅适时推出网络直播授课内
容质量把关机制，建立了涵盖“理论水平”
“结合程度”“授课技巧”等 5大类别 12个
方面的审核标准，要求每堂课在进入直播
间前都必须通过由政工领导、教育干事、
基层理论骨干组成的联合审核组试听和
把关，力争呈现给官兵的教育内容“鲜活
而又接地气”。

“确认过眼神，这是

我的菜”——

效果怎么样，官兵说了算

随着时间推移，该基地的网络“主
播”队伍不断壮大，网络直播授课对官兵
的吸引力也在不断加深。

某旅发射一营下士张腾至今清楚地
记得，自己第一次“搬小板凳”参与这种授
课时的感受。讨论式的线上授课让他感
到十分新鲜，他只有认真倾听教员的讲
解，才能跟上战友们讨论的节奏。有时，
他有感而发，也发一条弹幕，就会更加关
注其他战友的回应情况，以及教员的相关
点评。对那些内容冒热气、话语接地气的

授课，他忍不住就会为主播点“拇指赞”、
发“弹幕评”。

他告诉记者：“以前上大课，最担心被
提问。即使有点想法，众目睽睽之下压力
很大，又没有准备，因此很怕出错。”现在张
腾没了这些顾虑，他有什么想法就直接发
弹幕，只要意见有建设性、理解比别人深
透，不怕施教者注意不到。甚至，他还可以
直接评论教员的授课质量与水平，给出自
己的建议，以帮助教员把课讲得更好。

网络直播的时代性和大众性，几乎
让每名官兵都有机会将自己的体会分享
给所有人。
“确认过眼神，这是我的菜。”官兵们

常用类似的活泼语言来表达对网络直播
课的喜爱与肯定。

某旅教育干事胡建宇则道出了此事
的另外一面：“教员们也越来越认同网络
直播教育课。”

胡建宇把教员们的认同原因归结为
两点：一是网络直播教育形式有力地推
动了教员授课水平的提升。选题的精
当、临场的机变、风趣的语言、气氛的烘
托、节奏的把握等等，一次次尝试中，教
员的综合能力水平一点点在提升。二是
网络直播教育形式“抓住”了官兵的心。
弹幕背后的参与意识、思想碰撞中的积
极思考、对施教者能力水平的关注与评
判、对分享自身收获的渴望，都有助于把
官兵注意力“黏”在网络直播教育课上。
“喜欢这样的教育形式，有机会当主

播当然要参加！”某旅下士李冀尧平时就
爱在弹幕区表达自己的感受，正在休假
的他得知有机会深度参与一次网络直播
课时，立即答应下来。

李冀尧的家乡距离西柏坡不远。那
天，他手持自拍杆，一边游览一边解说，
将来自西柏坡纪念馆的“红色风景”录成
视频带回了营区。在之后一堂党史直播
课上，视频一经放出，满屏的弹幕便不断
滚动。看到战友们的点赞，李冀尧成就
感满满，“我也过了一把‘主播’的瘾。”
“云课堂”的不断拓展，让“云端”力

量不断聚集。如今该基地的军营网络直
播课堂上，坐着的主角不一定是优秀政
治教员，也不一定是政治干部，或许他是
一名技能尖兵、体能达人、理论之星，抑
或普通战士……

军营网络直播正在以更有力的步
伐，走进官兵的心，拨动生命线的弦，催
生出备战打仗的更高热情。

版式设计：梁 晨

军营网络直播：忽如一夜春风来
■本报特约记者 岳小琳 通讯员 雷 柱 莫珀滔

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指

出，要积极适应信息网络时代特点，创

新理念方法手段，用好用活网络平台。

近年来一些单位启用的“云直播”

“云共享”教育模式，使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朝着这个方向迈进了一步。尤其

是“云直播”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讲，

它构建了一种教育“新生态”。

要让“云直播”充分发挥效用，施

教者必须主动适应这种“新生态”。

某基地推出的军营网络直播授课

就是“云直播”的诸多类型之一。和传

统上大课不同，“云直播”中，不仅授课

者有发言权，听课官兵也可用发弹幕

的方式表达观点、提出质疑、点评授课

质量，官兵的“客体”特征明显减弱，授

课者的“主场”观念受到挑战。显然，

官兵参与程度的深入和拥有更多评判

机会，是这种“新生态”的鲜明特征。

面对这种随“云直播”而生的“新

生态”，施教者因时而变，有针对性地

适应它并及时跟进，很有必要。

适应“新生态”，是发挥“云直播”

优势的前提。形式新颖、便于互动、代

入感强、官兵喜闻乐见，是“云直播”的

特有优势。这一优势，用好了就能使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如虎添翼、事半功

倍。要发挥这一优势，施教者一方面

必须转变观念，像某基地审视网络直

播那样，理性评判，用其所长；另一方

面，则必须认清、把握其内在规律，抓

住主要关节点随势而为。

适应“新生态”，是尊重官兵主体

地位的表现。教育本来就是“一个灵

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工作。以往之

所以有些教育收效不好，就是因为受

教者在教育中成了纯粹的“客体”，参

与积极性不够高。适应“新生态”，从

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适应官兵新的角

色定位，在平等交流中激发官兵课堂

上参与讨论交流和进行积极思考的

活力。

适应“新生态”，有助于提升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成效。思想政治教育

以“入脑入心”为目的。适应“新生态”

的过程，对施教者来说，就是提升授课

能力水平的过程，适应“新生态”的转

换期越短，转换的力度越大，对官兵诉

求、疑惑的关注度越高，授课的形式与

内容就会更富活力更接地气，就越能

更快更好地抓住受教官兵的注意力，

使理论观点深入兵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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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④：军营网络直播素材来自训练场，有效增强了“云课堂”的吸引力。图②：留意官兵弹幕，现场与兵互动，是军营网络“主播”的基本功。图③：边
倾听、边思索、边交流，新的教育方式调动了官兵参与积极性。 图片由作者提供

④④

聚焦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新动能新气象

34号军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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