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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第 81 集团军某旅二营支援
保障连班长李伟出了个糗事儿。咋
啦？他带领全班在旅里组织的理论抽
考中拿了倒数第一。
“实力强劲怎么会垫底？”指导员李

延很是费解。年初，单位研发了理论学
习软件，把应知应会的理论知识搬到了
线上。每天分享交流“学习成果”，提升
“学习积分”，成为连队新风尚。李伟他
们班常常因为学习积分高而受到表扬，
李延对他们的“实力”深信不疑。

高手为何折戟？一经探究，答案立
现。原来，为了赚取高分，李伟他们班
“集智攻关”，研究出一套“攻略”：新文章
点赞、收藏加重复粘贴评论；视频、歌曲
点开关闭即可；新的理论知识竞答随意
填两遍；发帖互相评论、点赞……如此一
来，每天只需“打卡”10分钟，便可赢得
高活跃度，积分也随之“水涨船高”。
“学习怎能投机取巧、自欺欺人？”

李指导员对此很是恼火，“单位专门研
发学习软件是为了方便官兵学习，你们
可倒好！”
“我们也想认真看一看，奈何条件

不允许啊！”面对指导员的责备，李伟颇
有些委屈。前一阵子，全班忙着准备新
大纲课目示范，每天加班加点，根本挤
不出时间认真学习。但是，连队每周都
要公布学习积分并进行排名。不得已，
他们只好“出此下策”。
“官兵之所以钻空子，说到底还是

连队抓建方法出了问题。”在随后的连
务会上，他们当即叫停了理论学习片面
追求积分排名的做法，并就“如何运用
好学习软件”展开讨论辨析。

会后，他们将讨论情况上报，机
关也相应做出一系列调整：改进完善
学习平台功能设置，优化计分规则，
将答题正确率、评论内容等纳入参考
范围；梳理、整合学习资源，推出个性
化学习课程，在内容上更加精炼、生

动；完善学习讲评机制，不再简单以
登录时长和得分高低作评判；统筹线
上线下，更加注重引导官兵养成良好
的学习习惯。

如今，李伟和他的战友们再也不用
为打卡积分发愁了。李伟还转而发掘
起学习软件上的精品内容，并把软件上
总结的理论要点摘抄下来每天背记。
迎着笔者探寻的目光，李伟自信地说：
“这次，我们的实力可不会掺水。”

如此“打卡”咋能过关？
■王大力 马巾普

时下，“打卡”成了一件时髦事儿：

人脸识别、输入指纹的上下班考勤，朋

友圈、微信群每日分享学习进展，学习

软件的按时登录……借助于打卡这件

利器，单位实现了监督管理，个人强化

了自我督促，“按时打卡、天天向上”被

一些人奉为圭臬。

然而，实际效果到底如何？从上文

中的案例可见一斑。官兵轻易发现了

软件漏洞，日日打卡刷分，自欺欺人，一

经考核“原形毕露”。可见，把打卡积分

当作理论学习效果的“科学依据”，恐怕

只能是管理者的一厢情愿。

不可否认，打卡对习惯养成和工作

管理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切不可因此

将内因与外因、自律与他律本末倒置。

学习更多的是个人的事情，只有营造出

良好的学习氛围，调动起官兵自主学习

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扭转“为了打卡而

打卡”的形式作派，真正把理论学习落

到实处。

切莫“为了打卡而打卡”
■第73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韩 鹭

本报讯 张石水、王云峤报道：“面
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娄山关，前辈
们冒着枪林弹雨，与敌人展开白刃战。
他们用血肉之躯，铺就了突破天堑的胜
利之路。”近日，第 76集团军某旅合成二
营火力连和“吕庄英雄连”开展共建活
动，官兵们一道聆听连史故事，感受穿越
时空的精神力量。

该旅领导介绍，他们虽然几经转

隶移防，但包含“吕庄英雄连”在内的
10 个英模连队一直是旅队建设的标
杆。为深化主题教育，他们深入开展
英模连队结对共建活动，通过教育资
源共享、理论夜校共办、红色传人共
育等方式，充分发挥英模连队在教育
活动中的辐射作用，带动全旅官兵学
习红色传统、赓续红色血脉、争当时
代新人。

调整改革中，某装步连由 4个兵种
分队组建而成，建设基础相对薄弱。年
初，旅队安排连续 13 年被上级表彰为
“基层建设标兵连队”的“尖刀英雄连”与
其结对共建。两个连队共同发扬“敢当
尖刀、勇猛顽强”的精神，定期议战研训、
交流经验，不断夯实战斗力建设基础。
前不久，在旅组织的建制连抽考中，两个
连队成绩均名列前茅。

第76集团军某旅开展共建活动深化主题教育

10个英模连队成为精神传承“酵母”

新闻前哨

上周六，我担负连队自卫哨期间偷
玩手机，被团里查纠并通报，给连队抹
了黑。被指导员严肃批评后，我回到宿
舍便展开纸笔准备写检查。

指导员虽然没有明确要求，可我不
能不“上路子”。以前，只要犯了什么
错，倘若当事人检查写得够深刻，连队
往往会“网开一面”、宽大处理。因此，
我必须得抓紧写好检查。

正在我绞尽脑汁奋笔疾书之际，文

书周航给我转达了一道指导员的指令：
由我带队清点全连的野营物资，迎接下
周团里组织的战备拉动。

我只好将笔搁下，召集战士前往库
房。整理野战帐篷、清点野营炊具、清
理取暖火炉……我一头扎进工作当中，
从帐篷的篷布、地钉、拉绳到炊具、火炉
的零部件，不放过任何细节。

完成任务赶回连队，已经到了饭
点。吃完晚饭，我赶紧来到连队学习
室，摊开未写完的检查，再次“搜肠刮
肚”起来。谁知，还没来得及动笔，文书
又带来了指导员布置的新任务：由我担
任本周连队“士官夜校”的主讲人，给大
家讲解办公软件的操作使用。

查找资料、制作课件、试讲试教……

我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备课中，那份未写
完的检查渐渐被我抛之脑后。

经过精心准备，我的授课大获成
功。不仅战友们纷纷点赞，指导员也向
我投来了嘉许的目光。

又逢周末，我整理好军容再次走
上哨位，这才想起那份没写完的检查，
心里暗叫一声“糟糕”。不一会儿，指
导员来到哨位检查，只见他在哨位登
记本上郑重签上了“履职认真”4 个
字，顿了顿，他又拍着我的肩膀说：“小
川，纸上的检查你虽然没写完，但这不
打紧……”

看着指导员鼓励的眼神，我这才顿
悟：原来最深刻的检查就在我的行动中！

（唐继光、范 俊整理）

指导员教我“写”检查
■新疆军区某团下士 谭小川

“任命突击炮连上士朱小龙为该连
三班班长。”

前不久，第 77 集团军某旅下达班
长任职命令，时隔 1年，朱小龙重回班
长岗位。

就在去年年初，一向表现优异的朱
小龙突然拿着一份辞职申请找到连长
雷鹏。他写道：“船到码头车到站，还有
两年我就满服役期了，因此申请辞职，
把班长岗位让给年轻士官去锻炼……”

是真退位还是假让贤？一时间大
家众说纷纭。有人说朱班长高风亮节，
主动为新同志创造机会；也有人说老朱
知道自己在连队转四级军士长的可能
性不大，最后两年无论咋奋斗都是徒
劳，于是打算吃吃老本、享享清福。唯
独朱小龙自己清楚：连队刚刚转型，面
对各式各样的新装备，与其不能胜任班
长岗位，倒不如“急流勇退”，活在昔日
的辉煌里。

就这样，当兵 10年来，朱小龙头一
次卸下了骨干的担子。

接替班长职务的李凌云，是一名刚
转改下士的 95 后，对于朱小龙这名立
过二等功、兵龄比指导员还长的老兵，

他一向十分敬重，于是无论大事小情，
他总会找朱小龙商量一番。时间一长，
流言再起，许多人都说老朱“人走茶不
凉，让位不放权”。
“明明是好心传帮带，咋就成了‘让

位不放权’？”朱小龙越想越不是滋味，
索性两眼一闭，当起了“闲云野鹤”。

对于这名老兵的变化，雷连长看
在眼里，急在心里。毕竟，朱小龙曾
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一次演习中
他不慎受伤，胳膊里至今还留着 4 枚
钢钉。
“老朱这是刻意雪藏自己。可是

藏久了，再好的钢也要锈掉……”思
忖再三，雷连长决心给这名老兵压压
担子。

机会来了。去年野外驻训，连队计
划组织新装备首次实弹射击，恰巧副班
长杜金洲赴外参加集训，于是雷连长任
命朱小龙代理副班长职务。
“凌云的实战经验不足，我想让你

帮衬下他，就是不知道你小龙老矣，尚
能战否？”那天中午，雷连长故意刺激了
朱小龙一番。

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奋。实弹

射击那天，三班的炮车突发故障，任凭
李凌云使尽浑身解数仍无济于事。见
状，朱小龙再也忍不住，他一个箭步冲
了上去。
“应该是复进装置故障，递给我个

扳手，我拆开看看！”“可是，万一弄坏了
新装备，是要背处分的……”“打着仗
呢，处分不处分的，等打完仗再说！”

十几分钟后，故障排除，“轰、轰、
轰……”火炮怒吼、炮弹出膛，三班打
出了 6发 6中的好成绩。硝烟散尽，战
友们对朱小龙的种种误解也都成了过
眼云烟。
“大家都是刚接触新装备，你咋能

确定是复进装置故障？”“装备再新它还
不就是一门炮？当了多年的炮手，这点
自信还是有的！”“既然有自信，就别再
像只鸵鸟一样缩着。啥也别说了，不带
几个徒弟出来，你别想撂掉班长的挑
子。”朱小龙怎么也没想到，雷连长竟在
这里给他设下了“埋伏”。
“感谢组织信任，保证完成任务！”

对于连长的要求，朱小龙欣然答应。毕
竟，每名老兵的内心深处都藏着一颗为
战而生的滚烫雄心。

回眸第77集团军某旅几名士官的转变之路（二）

小龙老矣，尚能战否？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通讯员 周高恒 王 鹏

前不久，武警某部联合工作检查组

到基层集训队检查，发现在一次野外课

目训练中，一些官兵作风松散，有的甚

至直接躲在角落里逃避训练。详细了

解情况后检查组得知，原来集训队一些

队干部觉得临时抽组的单位，只要“框

架”搭好，确保参训官兵最后安全返回

即可。

调整改革中，像该集训队这种临时

单位抱有“临时”心态、工作“凑合”的现

象在基层并不鲜见：有的临时单位虽然

设立临时党支部，却没有发挥相应作用，

党支部议训只是简单走走形式；还有的

干部骨干把临时单位当做“驿站”，认为

“头衔”是临时的，只想当“老好人”，总觉

得管得太多会伤了感情……

笔者以为，无论是议训走形式，还是

骨干充当“老好人”，说到底还是因为临

时党支部的组织功能没有发挥到位。《中

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中明确规

定：独立执行任务的临时单位，应当根据

需要设立党的临时支部。这就说明临时

党支部同样是临时组建单位统一领导和

团结的核心，不会因为工作性质和任务

的变化而变化。各级在完成任务上，没

有“常设”和“临时”之分，只有完成任务

与不抓落实之别。

作为临时单位的核心，临时党支

部应该多把心思精力放在如何抓训

练、强管理、提质效上，多想想组训抓

训的方法，多总结临时抓建的经验，而

不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用“临

时”心态来完成临时工作。同时，临时

党支部也要强化组织功能，把临时单

位当“家”来建，深入了解官兵心里在

想啥、实际困难都有啥，根据官兵实际

需求拉单列表解决问题。只有将“临

时”心态彻底从头脑中剔除，才能真正

将临时单位的官兵拧成一股绳。

临时单位不能抱有“临时”心态
■何思聪 郑广斌

士兵之声

“同学们好！很高兴见到大家！”近日，在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领导的协调下，3名适龄军娃顺利进入幼儿园就读。

据了解，该部队针对地处艰苦边远地区、随军子女入学不便的实际，协调兄弟单位幼儿园开辟“绿色通道”，提供良好

的教育条件，为官兵排忧解难。瞧，幼儿园老师们特意为3名小朋友举办了入园仪式，并邀请家长一同感受他们的开

心时刻。 王宝伟、李 阳摄影报道

葛国通绘

“我上幼儿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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