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政治教育聚力备战打仗，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图为新疆军区某师官兵进行战术强化训练。 周凯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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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师调研组的第一项工作，是请基
层官兵为一些单位的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画像”。

层层加码扛不起——有的连队主官
表示，从上级机关到基层营连，从宣传部
门到业务科股，层层都在安排，教育越搞
越多。“上面千把锤，基层一根钉，谁敲过
来基层都得接着，被压得喘不过气。”

安排太满理不顺——某团宣传干事
坦言，落实过程中临时性通知太多，随机
性要求太多，什么工作都强调“先行”，教
育秩序被打乱，教育日主题不明确，内容
“一锅煮”。

内容太杂学不透——有些基层官兵
总结了“教育七多”：学习文件多、集中大
课多、讨论交流多、对照检查多、掌握要
点多、背记内容多、笔记检查多。

一次调研，发现了教

育内容“供需不平衡”的

矛盾

该师基层思想政治教育亟需一场
“供给侧改革”。

如果不是这次调研，该师官兵不会
想到，每周都要落实的教育，会跟这样一
个“高大上”的名词联系在一起。

是你讲什么我就听什么，还是我想
听什么你就讲什么？对基层官兵来说，
后一种想法比较“奢侈”——留给基层自
主教育的时间实在太少了。

这是新疆军区某师组织思想政治教
育活动的一天。

午饭前的最后一堂课，某团上士肖
翔感到有些煎熬。一个上午，这已经是
他上的第3堂授课辅导了。

他瞪大眼珠顶住不断下沉的眼皮，
想要把指导员梁帅讲的话听清楚。

肖翔不知道的是，指导员梁帅其
实也处于一种疲劳状态中。就在前一
天上午，梁帅按照计划刚刚准备完风
气建设教育教案，又接到要求进行保
密教育的通知。

时间有限，想想各级要求，梁帅一
咬牙，决定一口气给大家讲完，效果可
想而知。

肖翔的煎熬、梁帅的无奈，反映的是
当前基层教育中存在的普遍矛盾——教
育内容很多，但对受教育者来说，“你给
的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你又给
不了”。

教育之多，到底多到什么程度？该
师机关作了统计——该师部队每年按
50个教育日计算，平均每个教育日要上
2 堂 课 。 这 还 不 算 各 单 位 的“ 自 选
动作”。

如此多的教育，机关也“统”不过来，
制订教育计划的宣传干事经常陷入一种
左右为难的境地。

一位团政委坦言，现在存在一种认识
误区，总觉得领导亲自上课就是重视。殊
不知，一个领导一年上两次课，层层落实，
基层官兵面对的就不少了。有时一个月
4个教育日，团以上领导就讲6堂课。

然而，官兵的真正需求并没有被满
足。听完主题教育第一专题的延伸辅
导，某营战士肖黄桂说，上级要求延伸辅
导要结合实际，基层授课时就把连队
大小琐事都“塞”进延伸辅导，以为是
“接地气”，听起来却像是加长版“连队晚
点名”。
“改变刻不容缓。”该师一位领导说，

必须立即在基层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发动
一场“供给侧改革”。

创新教育配合活动

形式，要从解放思想开始

夜深了，某团宣传股股长肖渊对着

面前的电脑屏幕，连着抽了好几根烟。
闪烁的光标后，是此次教育配合活

动“六个一”中的最后一个。他想了很
久，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活动能很好地
契合此次教育。

肖渊深知，当前基层的训练任务繁
重，如果活动安排得过于复杂，那基层就
必须打足提前量做准备，且很难找到相
应的时间落实。

就安排老兵回访吧。肖渊最后选择
了这个机关出力多、对基层干扰少的活动。

类似这种“六个一”的安排，是当前基
层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常态——一
次教育延伸出的配合活动纷繁复杂，必搞
的讨论交流、写心得体会，常见的读经典
书籍、看红色电影、唱战斗歌曲，时不时出
现的事迹报告会、检讨反思会，以及对照
检查、剖析反思、设清单台账等。据统计，
2019年全年，该师一名基层战士参加的
讨论交流、对照检查等活动多达60余次，
很多时候这些活动都是“新瓶装老酒”。

对其他一些配合活动官兵同样存
有异议，30%以上的官兵曾因为文艺汇
演等活动牺牲休息时间进行排练，有
12%的官兵认为，部分配合活动实际效
果一般。

有的机关干部坦言，有些活动确实
超出了基层官兵实际能力，明明没有时
间组织官兵学习音乐、美术等特长，一些
配合活动却还是要求基层交“作品”。没
有相关特长战士的连队，不得不东拼西

凑应付了事。
去年年底，某团宣传干事刘安泽

接任连队指导员，本想借助辩论赛和
大量网络素材把教育搞活，没想到有
人赞同，也有人提出顾虑，而且，提出
顾虑的竟然是本连的思想教育骨干。

有的骨干担心辩论赛气氛太活，不
像平时的班排讨论那样容易把握导向，
有的骨干担心网络素材用得太多，影响
教育的严肃性……
“创新教育配合活动形式，要从解放

思想开始。”刘安泽感到要做的工作比想
象中的更多。

有什么样的检查评

比导向，就有什么样的教

育落实效果

基层抓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路到底为
何受限？
“检查模式过于僵化教条。”某营教

导员表示，检查的导向往往决定着基层
开展工作的思路，部分工作组在检查时
导向不对，在细枝末节上投入了太多精
力，让基层官兵发怵。

一次，上级工作组到某连检查教育
落实情况，为了弄清没交对照检查的到

底是哪几个人，整个办公室忙了近一个
小时。虽然只是指出问题没有通报，指
导员冯毅还是惊出了一头汗。
“教育落实方面被检查出问题可是

大麻烦。”冯毅这样解释自己的紧张。
事实上，有的上级机关检查教育落

实情况往往没有按职级和责任进行区
分，谁来检查教育都是翻本子、看笔记，
提问应知应会，重过程不重结果，重留痕
不重效果，重数量不重质量。基层有时
只好教育搞一套，迎检再来一套，字不好
看的笔记藏着，层次不高的心得体会掖
着，无形中空耗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教育的实施和检查，这二者本应相
辅相成，但现实中二者却频频“顶牛”。

基层怕出问题，宁可因循守旧不创新，
更有甚者把创造力用在寻找“迎检秘诀”
上。该师宣传干事赵龙发现，个别战士为体
现读了书，把书折折叠叠让它“厚”起来。

其实，压力也并非总来自上级，一
些基层主官也存在认识误区。有的主
官片面追求迎检材料的种类齐全、分类
精准，配合活动搞得声势浩大，生怕上
级看不见。

某排排长汤世友说，上级评定连队
教育质效的标准，连队也在各排应用，
上次自己汇总教育资料、装订分类、讨
论发言都作了精心安排，相关经验先是
在连队推广，后又在全团推广。但面对
这样的推广，汤世友着实高兴不起来。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教育的“多

乱杂”？调研中，官兵说法莫衷一是。
作为受教育者，战士石云感觉问题的

根源出在教育理念上。作为经验丰富的思
想教育骨干，他不止一次地听到新兵吐槽，
说教育日就是一个“大杂烩”，从学条令条
例到事故通报，从传达各类文电到首长讲
话精神，不划重点，不分层级，让人来不及
咀嚼就咽下去，“消化不良”是必然的事。

其实，石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在
一次“机关基层双向讲评会”前，他曾准
备反映教育负担过重的问题。本打算
在已完成的教育授课中，挑出那么一两
个不重要的，以证明教育内容可以有所
精简。结果挑来挑去，每次授课都有白
纸黑字的文件要求，他只得作罢。

石云说，“有来头”的教育一场接一
场，前者变成了后者有规可循的“先例”，
已开展的没人敢随意减下来，新的教育
内容每年又在不断推出，堆到基层自然
越积越多。

长此以往，就必然会有层层加码的
检查以及教育效果上的事与愿违。

教育为何“多乱杂”，

详查细究有根源

探究教育“多乱杂”问题的根源，该

师时任宣传科科长吴仕磊认为，问题同
样出在相关部门干部的责任心和担当意
识方面。

该师调研结果显示，一些针对性的
教育，有的单位明明已经搞过了，上级通
知到后，由于害怕承担责任，不得不按部
就班又搞一遍。一些专项教育，有的单
位明明不存在这类问题，但出于“担心不
搞有风险，照单全收最保险”的考虑，仍
一五一十地搞一遍。

对于吴仕磊的看法，某团政委蒲城
栋表示同意。他认为，纵观部队教育统
筹现状，机关不愿“统”、基层不敢“统”
的问题比较突出。上下都不“统”的结
果，就是所有教育一股脑儿地推给
基层。
“上面千条线，基层一根针。”某连指

导员表示，基层出于检查“过关”的目的，
本可以结合的不敢结合，本可以推迟的
不敢推迟，只能丁是丁卯是卯地落实，教
育内容越积越多就成了必然。

狭隘的“地盘”意识也亟待破除。
在某团政治工作处主任董飞看来，为
了工作好开展，机关各部门往往会通
过安排教育来强调自身工作的重要
性，却不交给政治机关统一部署，如此
就难免造成教育内容多头布置、时间
安排相互撞车。

指导员冯毅说，名义上基层连队每
月至少有 1天时间搞自主教育，但一月 4
个教育日，3个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留给
基层的 1天经常面临许多临时教育活动
的冲击。

教育者能力素质欠

缺，是影响教育效果提升

的一道“坎”

如果把时间更多地还给基层，思
想 政 治 教 育 效 果 是 否 一 定 有 明 显
提高？

这样一纸“军令状”，没有多少指
导员敢签。

一位刚上任不久的指导员表示，
现在自己讲课全靠之前的知识储备。
近年来，各级的备课时间普遍被压
缩，指导员作为指挥员有自己的专业
和训练任务，还承担着查铺查哨、谈
心谈话等经常性工作，等到静下心来
学习和备课，通常是熄灯号吹响后一
两个小时了。
“上级也组织新任职主官集中培

训，但是时间较短，如何抓思想政治教
育往往只用一天时间一带而过。”某营
教导员赵军说，该师举办过“干部夜
校”，几次想把主官纳入，都因主官工作
太忙而放弃。

能不能通过向下放权解决问题？排
长文威感到，作为连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第一责任人，指导员也不敢过多地
下派工作，尽管累一点，自己完成总比交
给班排长放心。

提到能力不足，指导员张卫波说，对
一些政治理论，自己的解读功力也不到
家，有些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

客观上，指导员之间也存在能力差
异。从教育效果来看，口才好、文笔好
的指导员备课授课会容易一些。在精品
课评比中，有的指导员仅凭脱口秀一样
的理论串讲就赢得官兵喝彩，击败花费
大量时间做课件但口头表达能力较差的
指导员。这种差距，让不少因此落败的
指导员感到“很受伤”。

贯彻落实新《纲要》，指导员们普
遍感到了实实在在的能力危机。但从
本质上来讲，与其说教育的“多乱
杂”挤压了基层的能力发挥空间，倒
不如说繁多的教育内容也同样掩盖着
基层教育者的能力短板。当教育者没
法把教育搞得丰富多彩、入脑入心的
时候，“多乱杂”可能就成为一个无奈
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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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亟需一场“供给侧改革”
—新疆军区某师破解基层思想政治教育难题新闻调查（上）

■梁五一 张硕田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雪振

聚焦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新发现新思考

在军营，思想政治教育这个话题与每一名官兵息
息相关。

谈及军旅期许，不少战友喜欢用这样一句话来描
述：“进来一坨铁，出去一块钢。”如果把军营看作是一
座熔炉，毫无疑问，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是“那团跳动得
最欢快的火焰”。

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是培养“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
锻造“四铁”过硬基层的重要途径。可以说，思想政治教
育状况，决定着基层官兵的思想素质，反映着基层单位
的全面建设层次，也体现了领导机关的指导水平。

新疆军区某师领导在基层调研思想政治教育落实
情况时发现，今年第一季度，一些单位官兵的教育笔记

“厚度惊人”。
“教育就像大货车，刚刚‘上路’就‘超载’了。”一些官

兵除了吐槽教育量大，还毫不避讳地指出了名目繁杂、秩
序混乱、学用脱节等问题。该师领导对此深受震动。

为了掌握基层思想政治教育“多乱杂”问题的真实
底数，切实找到问题根源，寻求破解之道，该师组织了

专项调查研究。今年 2月，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
要》正式颁布实施，新《纲要》对做好新时代基层思想政
治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成为该师破解教育“多乱
杂”问题的主要依据。

于是，该师展开了一场基层思想政治教育的“供给
侧改革”。

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明

确指出，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紧

贴现实问题和活思想，用真理说服人、

用真情感染人、用真实打动人。可以

说，紧盯“三真”下功夫，既是落实《纲

要》相关内容的必然要求，更是破解当

前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存在问题

的关键所在。

如果对一些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所

存在的问题追根溯源，就会发现绝大多

数问题的出现，都和教育者“讲真理”

“动真情”“说真话”的程度不够有关。

讲真理的功力不够，“多”就成了无

奈的选择之一。好的教员能通过思考

掌握理论精髓，用准确生动的语言传授

给官兵，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理论功

底不到家、解读能力较弱的教育者，只

能有两个选择：一是将原文逐字逐句作

传达，当“复读机”。二是动用诸多“边

角料”来“助阵”，却始终不得要旨。第

二个选择往往会产生另外一个后果，就

是官兵越学越多、越来越累。

动真情的程度不够，“杂”就会成为

教育内容的必然状态。在一些单位，教

育者提供的“食谱”很养眼，官兵却不满

意。从表面上看，原因似乎是缺指导、缺

统筹、缺方法、缺能力，但究其根本，有相

当一部分原因还是教育者动真情的程度

不够，没能切实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走

入官兵心中，找到他们急需解答的困惑，

并将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切入点。这

种情况下，教育者只好在教育内容上“广

撒网”，以期能通过扩大“覆盖面”来解决

一些问题。“规定动作”加上诸多“自选动

作”，教育内容最后想不“杂”都难。

说真话的成分缺失，教育就会陷入

“乱”的尴尬局面。教育是开“心锁”的

工作，讲究的是以心换心。要让教育发

挥作用，语言必须有力。语言的力量来

自哪里？方式方法当然很重要，但更重

要的是说真话，真话最有穿透力和说服

力。教育管理与实施方式上存在问题，

如果没有“逆耳忠言”，问题就可能越积

越多，基层教育秩序就会被打乱。教育

者如果不“掏心窝子”，官兵也就难以坦

诚相见，哪些教育方式奏效、哪些未奏

效，教育者也就没法评判，理不出个头

绪来。

客观来讲，解决当前部队思想政治

教育中所存在问题的方法很多，但最关

键的一点，还是要在“三真”上下功夫。

坚持用真理说服人、用真情感染人、用

真实打动人，既是我军有效开展教育工

作的经验总结，也是化解官兵思想困

惑、团结官兵投身到强军兴军伟大实践

的必由之路。

紧盯“三真”下功夫
■张永刚

锐 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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