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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方便时，拒接电话，这本是
很平常的一件事。可前不久，第 79
集团军某旅四级军士长王维辛却因
休假时拒接了连长的电话而闹出一
个小风波。

那天，孩子生病哭闹了一整天，
晚上 7点多，王维辛便早早哄孩子睡
觉了。然而，孩子刚睡着，连长就发
来视频通话，王维辛拒接后，给连长
发了条信息：“孩子生病，稍后回
电。”可没等信息发送，妻子的电话
又响了，一看又是连长打来的，他无
奈地匆匆下了床。
“你在哪儿呢？怎么不接电话？”

刚接通，连长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责
问。直到接通了视频通话，看到家里
的画面后，连长才放了心，并提醒他
电话要全时保持畅通。

撂下电话，王维辛越想越郁闷。
于是，他把自己的“遭遇”发到了朋
友圈。

没多久，朋友圈的评论就爆棚
了。一名战友吐槽说，有次带着妻儿
汗蒸，正好遇到单位抽查休假人员情
况，要求他发送实时定位，引起了不
小误会；有的抱怨连队干部不信任，
休假到家后报平安，却还让家人接电
话证实……

这事传到了营教导员李科耳中。
随后，他围绕官兵休假管理组织恳谈
会。
“指不定啥时候，就来个视频通

话或定位，休假也得不到放松，这假
休得不安心、不开心。”战士普遍反
映，用视频、定位等方式联系休假官
兵，觉得自己不被信任，被束缚得太
死了。

然而，有些带兵人的看法却不
同。一位连队干部说，手机视频和
定位功能犹如“千里眼”，时刻掌
控休假官兵动向，实现了对官兵的
精准管理。
“视频和定位的确能起到监督

提醒作用，但这种方法也只是掌

控 一 时 ， 更 多 的 还 要 靠 自 我 管
理，并且我们还应该信任我们的
官兵。”李教导员的发言赢得普遍
认可。

而后，该营召开军人大会，对休
假官兵的管理方法提出要求：视频通
话和定位只作为联系休假官兵的辅助
手段，各级干部要通过教育引导使官
兵由“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转
变。休假官兵自身要严格遵守纪律，
定期向组织汇报情况，确保休假期间
的安全稳定。

拒接连长的视频通话之后……
■郭克鑫 曹 杰

“信盖天下，然后能约天下”“人

之所助者，信也”“信不足，安有信”。

这些古人之言，从不同角度说明了

“信”为教育管理之本。当前，部分带

兵人过度强调对官兵进行监督、控制

和防范，看似确保了安全，实则是对

官兵的不信任，伤了官兵的心，散了

单位的“气”。

信任也是一种能力。各级干部

要在身教言传中树好管理者形象、

用诚实和坦荡的态度赢得官兵的

信任，充分尊重官兵，相信官兵的

基本觉悟和能力，工作上给官兵提

供平台，调动官兵的积极性；生活

中给官兵学习娱乐空间，维护好官

兵正当权益。惟有如此，才能赢得

兵心，进而提高部队凝聚力和战斗

力。

信任也是一种能力
■李朝晖

一次刻骨铭心的仪式，胜过千言万
语，给人以无穷的激励。这是海军参谋
部某通信站一营报话站一直坚持的带兵
理念，中士程筠逸对此深有感触。

去年 9月，程筠逸和几名战友一起
参加海军通信专业竞赛性考核，通过电
传、抄报、理论考试等 5 个课目的比
拼，历经 3天激烈角逐，他最终取得全
能第一名的好成绩。

消息传到单位，站领导当即决定为
凯旋的程筠逸等人组织欢迎仪式。本来
预计下午一两点钟到单位，没想到路上
交通出现了拥堵，迟到了半个多小时，

当时正值酷暑，室外跟蒸笼一样，程筠
逸以为欢迎仪式铁定要取消。

令他想不到的是，他刚从车上下
来，站领导就为他送上了鲜花，人群中
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看着领导和战友们
热得满头大汗，程筠逸的心里比竞赛夺
冠还激动……

下士徐倩倩还记得那一次，站里组
织到霹破石村抗日战争红色教育基地重
温入党誓词，站领导在宣誓前先进行动
员，讲到动情处，便站在高处振臂一
呼：“参军入伍只为打赢，我们要像革
命先烈一样守卫祖国万里海疆！”现场
官兵备受激励，不少人回营区后就写下
了入党申请书，要为祖国奉献青春。

报话站站长施春强介绍说，为进一
步提振士气，激发官兵荣誉感和敢打必

胜的血性，他们还常态化组织入党宣
誓、开训仪式、退伍仪式，让官兵在仪
式中受到教育。

各类仪式直击心灵，释放强大战斗
力。近三年来，该站圆满完成上级赋予
的各项任务，官兵个个站排头、人人打
头阵，多人荣立三等功以上奖励。

一次仪式就是一次使命催征
■凌寒羽 殷军军

融媒在线

本报讯 闫飞、王晗报道：不久前，
听说团交班会上领导提出机关和基层实
行减负工作双向讲评，北部战区陆军某
工程维护团四级军士长王目宽第一反应
是觉得这事不靠谱。

直到看到团下发的双向讲评方案
后，王目宽彻底放下了心。

原来，方案明确团每季度召开双向

讲评工作会，机关“面对面”讲评基层，基
层则通过强军网、意见箱等形式，将意见
建议汇总到各营挂钩帮带常委，再由这
名常委在工作会上对机关工作进行讲
评，以此消除基层官兵“不敢讲”的顾虑。
“为基层减负，首先要倾听基层官兵

呼声。”团政委陈军认为，“基层最期盼什
么，最反感什么，他们自己最清楚。只有
让基层官兵有了话语权，他们说的话有
人听了，为基层减负工作才能真正落到
实处。”

基层有呼声，党委有回应。前不

久，基层官兵反映检查多、工作组多、
检查标准随意等问题，团党委考虑后
将每季度的“双争”检查、安全检查及
其他专项检查统一纳入每季度一次的
综合性检查，避免工作组过多过频，同
时制定《基层八项经常性工作“体检
表”》，确保一把尺子量长短，减少人为
因素带来的感情分、印象分。一些官
兵反映，以前机关工作组检查哪里，怎
么讲评，基层没有话语权，现在检查讲
评有了“体检表”，只要工作干得好，谁
来检查都一样。

北部战区陆军某工程维护团

为基层减负，听基层呼声

前几日，某部指导员发现刚下连的小

刘训练时情绪有些低落，完全没有了之前

的虎虎生气。

原来，小刘上午参加专业训练时

不慎将脚扭伤，怕影响训练进度就向

班长隐瞒了病情。下午连队组织大强

度体能训练，他报病号却挨了班长的

批：“上午就看你训练不积极，下午又

想偷懒，你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我可

是过来人！”脚上有伤不能训练，咋就

成了偷懒“泡病号”？班长这种不问原

因，“想当然”的带兵方式“冷”了小刘

的心。

据了解，少数带兵人喜欢用惯性

思维来带兵，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想法

强加在他人身上，却不知如何对接具

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生代官兵，更不

了解他们的思想观念、兴趣爱好、行为

方式。带兵如此“想当然”，只会成为

带好兵的障碍。

带兵是门科学，一些过去行之有

效的老办法虽能帮助人们迅速开展工

作，但在面对渴望得到理解、尊重和信

任的新生代官兵时，“想当然”却会成

为“绊脚石”。只有少些“想当然”，多

听战士们的声音，多看战士们的行动，

真正融入到他们当中去，才能带出过

得硬的兵。

带兵切莫“想当然”
■徐弘源 屈凯明

“瞅瞅，现在还出黑板报呢，这不
就是形式主义嘛！”宣讲全国两会精神
的黑板报刚在连门口摆好，几名战士的
小声讨论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新媒体现在这么发达，当天两

会解读的电视报道还没播完，微博抖
音各种花样就闪亮登场了，怎么都比
这黑板报‘有料’啊。”中士李小兴
的几句话让我听了颇感难受。

作为本期黑板报的负责人，我很是
委屈：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做出来的黑板
报，怎么就达不到预期的宣传教育效
果，还被扣上一顶“形式主义”的大
帽子？
“排长你看，你这张板报，光是

大会堂的天花板就占了一大半，这
文字内容挤在角角落落，四小段话
草草收尾，可不就是形式主义嘛！”
本想拉着李小兴理论两句“没功劳
也有苦劳”，可头两句就把我堵得无
话可说。

回到排里，思前想后，落得个
“形式主义”的评价，黑板报最是无
辜。在革命战争时期，黑板报、横幅
无不是我军的宣传利器，短短几行朴
实的文字常常能直抵人心，甚至牵动
舆论。步入新时代，作为基层官兵手

中的“自媒体”，黑板报依旧是兵言兵
语的“扩音器”、官兵智慧的“大舞
台”，具有独特的灵活性、针对性和野
战优势，绝不该被扣上“形式主义”的
大帽子，真正该反省的是黑板报的制作
者。

回想黑板报制作的过程，敷衍了
事的态度确实存在：不仅没有对版面
构图进行创新，只是照葫芦画瓢，更别
提对内容深挖细研了。办好黑板报，
使之成为基层连队的学习和展示窗
口，不仅需要前期做好调研筹划，更要

与时俱进，真正把官兵喜闻乐见的内
容融进去，最后才能呈现出兵味战味
十足、真正反映连队特色的黑板报。

我将刚出的黑板报搬了回去，趁
着上午训练间隙，详细询问战友们关
注的两会热点，认真查找相关资料，
反复推敲文字，准备再做一次。我相
信，抱着精雕细琢的态度，找准战友
们最关心的角度，修改后的黑板报一
定能真正留住战友们的脚步，抓住战
友们的眼睛！

（郑博熙、曹 壮整理）

黑板报：别说我是形式主义
■第81集团军某旅排长 陈俣林

3月下旬，记者走进武警泉州支队
石狮中队，刚到营门口，就被一个硕
大的探头死死地“盯”上了。记者走
到哪儿，它就转向哪儿，没有丝毫
“懈怠”。

中队长张甜介绍说：“这个智能跟
踪球机是营门哨兵的好帮手，营区门
口有任何风吹草动，都难逃它的‘法
眼’。”

记者来到中队作战勤务值班室，
发现一整面墙全是监控显示屏，此时
正巧赶上哨兵交接，通过监控画面，
哨兵敬礼、验枪、交接、登记等一举

一动，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作为指挥中枢，值班室专门设置

了一个网络查勤员席位，24 小时察
看监控画面。网络查勤员郑坤坤假
装闭眼打盹，几秒钟后，系统播放
出响亮的提示音：“您已疲劳，请保
持清醒！”
“夜深人静时，系统提示音特别管

用，常常把人吓一激灵，困意顿时也
就没了。”郑坤坤感慨地说，有了智能
装备助力，执勤质量大幅提升。

从值班室出来，沿着监墙通道，
记者来到了1号哨。

这时，监区突然响起急促的警报
声，一场防逃脱演练打响。

1号哨哨兵判明情况后迅速做好拦
击准备，同时，作战勤务值班室值班

员利用摇杆控制智能跟踪球机迅速锁
定“逃犯”位置……
“退出情况！”张甜下达命令。
记者注意到，就在刚才哨兵离开

哨位期间，哨位执勤台不断发出“嘀
嘀嘀”的报警声。询问得知，这是枪
支离位报警系统，枪托装有传感装
置，当哨兵携带枪支离开执勤台超过
一定距离时，值班室和其他哨位就会
收到预警提示，便于哨兵之间加强枪
支互控。

领班员、四级警士长吴驰感慨
地告诉记者，近年来，一大批智能
装备走上执勤战位，让我们基层哨
兵有了智能好帮手，提升了执勤质
量，增添了圆满完成执勤工作的底
气和信心。

“智能哨兵”大显身手
—武警泉州支队石狮中队利用智能装备提升执勤质量

■本报记者 代 烽 通讯员 田 栋 朱志浩

士兵日记 3月27日 星期三 晴

近日，第 82集团军某合成旅开展“最美军嫂情、共筑强军梦”

系列活动，评选“最美军嫂”和“五好家庭”，并邀请家属代表参观

营区建设和武器装备，体验部队日常训练生活，感受作为军属的

特有荣光。这不，在参观装备时，作战支援营战士刘赞特意让妻

儿登上了自己的战车，一家人的喜悦之情在这一刻定格。

史 浩、李长毅摄影报道

定格在战车上的喜悦

黑板报该不该办？相信大部分官兵

都会给出肯定的答案。但黑板报如今该

怎么办？将来还会局限于“黑板”吗？想

必是众说纷纭了。不可否认，在革命战

争年代乃至前推一二十年，黑板报的确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也必须

承认，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全媒体

蓬勃发展，官兵们获取信息、学习交流，

基层连队教育宣传、对外展示等有了更

多的选择，黑板报越发处境尴尬、频遭冷

落。这是不争的事实。

黑板报将何去何从？是进行内容、

形式上的创新，还是被另外一种新的平

台、新的载体取代？抑或它还叫黑板报，

但不再是一块黑板了呢？这些问号，需

要我们在基层实践中不断拉直。

黑板报的未来断想
■遇际坤

感 言

士兵之声

●摘自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