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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沙龙

“设计一堂精彩的微课，要从创新
性、实用性、美观性等方面着手，力
求别具一格……”4月上旬，在陆军工
程大学网络课堂上，一名身着“孔雀
蓝”的“网红”主播正围绕心态调
整、教学设计、方法操作等讲授上微
课的心得。她是该校通信工程学院文
职教员陈姝。

身着“孔雀蓝”，心怀强军志。疫
情发生后，陈姝立刻停止休假，投入到
线上教学的攻关中。

面对新的授课方式、新的授课设
计，她组建攻关团队，每天工作到凌
晨。由她领衔的“云端”课堂“先锋
F4”很快正式上线。作为学院线上教
学的探路者，她与其他成员分享授课经
验，合作摸索各大平台的使用技巧，设
计“云端”教学实施方案，尝试“空中
研讨式”教学法。

该院“智慧教学圈”里，陈姝为
授课主播答疑解惑，为大家传授真
经。她精心制作的微课 《零输入响
应、还原瞬间闪耀的秘密》 反响良
好，点燃了学员学习的热情。

在陈姝的眼里，直播课程的重点是
创作与设计。注意力易分散、距离感
强、课堂效果反馈不及时等，是“云
端”课堂的最大弊端。

为克服语速过快、微表情多的小
问题，陈姝对着儿子反复授课，根据
儿子的反应对课程进行调整。

展翅“云端”，“圈粉”无限。从
讲台上走到屏幕前，虽然相距甚远，
但学员依旧能隔着屏幕感受到这位
“主播”的暖心。一张张精心制作的
课件，一次次自然流畅的互动，都是
陈姝绞尽脑汁的努力。如今，“空中
研讨式”授课已成为学员喜闻乐见的
学习方式。

学员韩磊将陈教员的授课比喻成
解谜：“听她讲课，从来不会走神。
她总能以问题为线索串珠成链，讲
清知识点背后的科学原理，环环相
扣，层层递进，直到揭开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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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家在完成好护校任务的
同时，努力调整心态，制订目标计
划 ， 全 力 打 赢 这 场 没 有 硝 烟 的 战
争。”录完讲课视频，空军预警学院
基础部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文职教员
丁健睿长舒一口气。她心理学硕士毕
业后加入文职方阵，此前从未正式给
学员讲过课。不久前，她接到了教研
室安排的任务——给护校学员上一堂
心理辅导课。

防控疫情以来，空军预警学院的
护校学员一直担负着学院的战备和防
疫工作任务。长时间、高强度执行任
务，护校学员会有怎样的心理变化？
思乡、想家等情绪会不会给学员带来
影响？接到任务后，为给护校学员上
好这一课，这个文职“小白”可谓做
足了功课。

护校学员的家庭信息、当前担
负的任务、学员可能出现的负面感
受 ……不同的情况会产生不同的心
理活动和心理负担。为深入了解学
员的心理状况，丁健睿特地联系了
学员大队长和部分护校学员，从可
能出现的情绪、情绪背后的原因以
及自我调适的建议等方面入手，进
行系统分析。

授课方式也让丁健睿思考很久。
“有些拿不准该以什么方式讲授，太专

业担心学员听不懂，太通俗又担心知识
讲不透。”不知效果如何，就让父母当
听众。“这个‘心理应激’是什么意
思？”“‘应激’就是压力引起的一种情
绪，比如面对疫情，我们会感到恐慌，
这就是异常情况下的正常反应……”
为了便于学员理解，她用电脑一遍遍
录下来，拉着父母一遍遍地听，对着
课件一遍遍地改，将专业的心理知识
融于生活，变得“接地气”，也将心理
问题讲清晰、讲透彻。
“录课不仅有助于强化学员的心

理防线，对自身也有很大帮助，能调
动备课状态，为开学后即将展开的教
学工作做准备。”每天，丁健睿在电
脑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经常录到口
干舌燥。课程录制完成后，经教研室
专家把关，视频很快呈现在护校学员
的眼前，大家反映良好。

从文职“小白”到正式教员，丁健
睿有着自己的思考，“心理健康是健康
的重要部分，筑牢官兵心理防线，是生
成和提高战斗力的重要保障。文职人员
同样是军队人员的组成部分，我要努力
在绿色军营中发光发热。”

文职“小白”的第一课
■刘晋毓

疫情防控不获全胜绝不收兵。军事医学专家组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

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陈薇带领下，夜以继日连续奋战。图为专家组成

员、博士文职人员张章在帐篷里开展实验工作。

本报记者邵龙飞摄

为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宁夏

军区结合部队实际，充分发挥驻地红

色资源优势，以革命史馆为阵地，通

过“学军史、知传统、明责任”，引导广

大新入职文职人员立足本职岗位，投

身强军实践。

周 贺摄

学军史 知传统 明责任

【岗位寄语】

心向军营，才能立足岗位，在强军

路上绽放属于军队文职人员的光芒。

“老首长，今天是您的生日，祝您健
康长寿！”代表单位给老首长送上生日祝
福后，我立即回到营院，和战士们一起更
换防疫工作宣传灯箱海报。之后，又开
始组织《军队保密条例》应知应会知识考
试……一天的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

去年，还是山东现代学院汉语国
际教育专业讲师的我，曾一度忙着为
《古代文学》备课。而今，身着迷彩奔
波在办公室和营院间，曾经执掌教鞭
的“教书匠”，正努力成长为部队工作
的“多面手”。

这样的转变，也多次遭遇过“水土
不服”。入营前，在我的印象里，机关干
事天天与电脑相伴，不带电脑咋行？
2019年 9月初，我提着个人电脑来军营
报到时，被哨兵拦截在外：个人电脑不

能带入办公区。
其实，这只是一个小插曲，更多的

“水土不服”还在后面。比如，涉密电脑
不能连接互联网，涉密文件要按照规定
流程登记、传阅，每个工作步骤都不再
像以往那样随心所欲。看来，部队工作
最要不得的就是“凭感觉”，按章办事才
是正道。从地方青年成为军队人员的
第一步，就是要在心中安装一道保密
“安全阀”和“制度锁”。

工作还没完全适应，严格的岗前集
训又给我带来了一场更猛烈的“水土不
服”。集训开始不到一周，我就高烧病
倒。赶不上训练进度怎么办？躺在病
床上的我生怕拖了班级的后腿。让我
感动的是队长和教官的安慰和鼓励，共
同训练的战友也时刻关心我，训练再辛
苦，他们也轮流照顾我。

这些关心和照顾或许寻常，但对
曾孤身漂泊在异国他乡的我来说，尤
显珍贵。我曾在异国医院因沟通不畅

失声痛哭，在新春音乐会《我爱你中
国》的歌声中泪流满面。而今，这份陪
伴的温情在纪律严明的钢铁军营中越
加浓厚，成了我心中最割舍不下的记
忆。战友战友亲如兄弟，军营就是我
的第二个家。

走过人生三十载，有机会成为“孔
雀蓝”，这是幸运，更是责任。回到工
作岗位，在领导和同事的帮助下，我消
除了刚入职时“理想大、单位小”的偏
见，踏踏实实从“小事情”做起。每天，
我按照名册一一熟悉老干部和老阿
姨，一有时间就和同事交流学习。做
好登记统计、为老首长拍照、记住每一
个老首长的生日等，工作繁杂琐碎，我
列好日计划、周计划，一项项登记在
册、逐一完成。乐于操心，也多了耐心
和细心，现在的我每完成一天的工作，
都有一种获得感，这何尝不是一种成
长和进步呢？

（李京进整理）

这是幸运 更是责任
■山东省军区济南第十一离休所文职人员 王 璐

“影像学医生不能仅会操作设
备，简单地看看片子，而应该像侦察
兵一样，善于从影像中挖出更多的诊
断信息，这才是我们的使命和价值所
在。”

阳春三月，笔者走进武警四川总
队医院医学影像科，该科主任、文职
主治医师张巍，一边看着显示屏上一
幅幅片子，一边与身旁的同事交流心
得。

张巍毕业于原第三军医大学影
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曾在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放射科进修，擅长 CT 与
MRI （磁共振成像） 诊断。从医 17
年来，他一直默默耕耘在黑白影像
世界里。

一次，一位外地患者家属拿着肺
部CT片慕名找到张巍，说自己跑了好
几家医院，每个医生给出的答复都不
一样，他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张巍仔
细询问病史并看完片子后，果断判定
是肺癌。

患者家属走后，一旁的学生有些

不解：“张主任，我怎么看不出是肺
癌？”“读片不能只用眼睛看，还要多
问病史和症状，用知识和经验综合判
断分析。”后来的病理检查证明，张巍
的判断准确无误。

张巍深知，现在CT、磁共振等检
查设备越来越先进，但设备再先进，
也无法直接告诉患者得了什么病，还
是需要医生凭借知识和经验来解读。
他常说：“读片准不准，不仅决定着临
床医生的治疗方向，更决定着一位患
者甚至一个家庭的幸福。”

一名患者因脑胶质瘤进行了 8 个
月化疗，来急诊时已昏迷，另一家
医院诊断为脑部感染。没有发烧头
痛等感染症状，怎么可能呢？张巍

立即建议医学急诊科给患者进行头
颅增强 MRI 检查，发现患者为原发
性淋巴瘤而不是脑部感染。这种肿
瘤通过放疗和化疗联合治疗的功效比
单独化疗疗效高很多。基于此，张巍
为患者制订了小剂量放疗方案，既可
缩小肿瘤，同时对正常脑组织影响
也小。患者两周后复查，脑部病灶
大部分消失。

张巍为人亲和细心，慕名找他
看病的人很多，大多是过去的老病
号介绍来的。有的患者从知名医院
看病回来，还要把病历和影像资料
让张巍帮忙再看一下。“张老师做事
特别认真。记得有一次诊治，我们
有不同意见，他四处查找资料，还

从网上找来学习课件，花了很长时
间终于把问题解决了。”科室同事强
薇说。

张巍把患者的需求放在心上，对
待同事亦如此。每逢节假日，就诊的
人很多，为了让同事有充足的休息时
间，张巍常常放弃午休时间，下午还
延长下班时间。特别是防控疫情期
间，他很多次从早上 8点一直工作到
晚上 10点。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些年，
张巍率先在驻地开展磁共振肝肿瘤特
异性成像、脑功能成像等新技术新业
务 10余项，有效填补了本地区该领域
的空白，个人也多次被医院评为优秀
共产党员，并荣立三等功。

黑白世界的彩色人生
—记武警四川总队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张巍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李华时

【岗位寄语】

把每一天都当成试用期，每天都尽

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成长、去超越。

又到玉兰花开的时节，走在国防大
学校园里，我仍清晰地记得自己与国防
大学的“初见”。2018年大学毕业后，我
参加了全军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
职人员考试，经过层层筛选及 6个月的
试用期，如今我正式定岗为国防大学联
合作战学院的一名助教。

人生就像闯关，我的文职生涯更
是如此。去年底，结束岗前培训到教
研室报到后，我碰到了试用期的第一
个难题——“跨界”，从外国语言文学跨
界到外国军事领域。由于以往所学专
业与军事关联不大，平时对国际关系和
军事知识了解不多，面对分配下来的任
务，我一时手足无措。

知不足而奋进。这期间，无论是教
材校验还是资料编译，无论是试听试讲

还是跟班听课，我把受领的每项工作都
当作学习的机会，全力以赴、虚心请教。

在教研室领导和同事们的指导帮
助下，我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每天
研读相关军事专业书籍，主动参与撰写
教学科研材料。除此之外，我还积极参
加大学和学院举办的各种学术讲座和
外事活动，以此拓宽视野、增长见识、提
高本领。

我给自己立了个规矩——每天关
注国内外军情动态，有针对性地搜寻相
关资料，遴选对教学科研有意义的外刊
进行翻译。编译的过程也是学习积累
的过程，虽然学了多年外语，但由于缺
乏军事专业基础，翻译过程中仍会遇到
不懂也查不到的专业术语，或编译的文
章中有些军语使用不准确，这时同事就
会帮我逐一纠正。当看到自己编译的
文章发表在内部刊物或被相关部门采
用时，我对自己也更有信心。

教研室主任孙绍红经常对我说：

“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素质，才
能有底气站在我军最高军事学府的
讲台上。”我深知，从迈入军校这道
门，到登上神圣的讲台，自己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但这个目标在我的心中
越来越清晰。

我的办公室旁边是“全国优秀教
师”李文教授的办公室，李教授“要做
一个勤勉奋进的人”“功夫在八小时之
外”的言行，一直深深激励着我。每当
看到李教授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都让
我觉得备受鼓舞。优秀的人尚且在刻
苦努力，自己又有什么理由放松要求、
偷懒懈怠！

心有所向，未来可期。我经常告诫
自己，要把每一天都当成试用期，每天
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成长、去超越。
要和身边优秀的军人一道，在永不懈怠
的拼搏进取中实现一名文职人员应有
的价值。

（特约记者闫晓强整理）

心有所向 未来可期
■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某教研室文职人员 刘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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