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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之声

Mark军营

编余小议

《庄子·秋水》中有一个著名的寓

言故事叫“邯郸学步”，讲的是一个燕

国人到赵国都城邯郸，见当地人走路

姿势很美，就跟着学起来。结果不但

学得不像，反而把自己原来怎么走路

的都忘记了。

学习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有助

于我们少走弯路、少受挫折，但不顾自

身实际盲目模仿、生搬硬套地简单“抄

作业”，不仅学不到别人的好经验，相

反还有可能像寓言中这个燕国人一样

弄巧成拙。

俗话说：“药对症，一张方；不对

症，用车装。”作为一线带兵人，抓建基

层不能看别人用什么方自己就抓什么

药，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方法路径，

形成最适合自己的经验做法。

借鉴好经验不是简单“抄作业”
■张科进

值班员讲评

小咖秀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7月中旬，从连长尹诗乐手中接过
“先进排”流动红旗，第75集团军某旅防
空营指挥保障连排长许志鹏十分激动，
这个荣誉来之不易。许志鹏争创“先进
排”的曲折经历，也成为该旅基层建设
的典型案例，引发全旅带兵人讨论。

去年 10月，许志鹏被分配到指挥
保障连一排任排长，为了做出一番成
绩证明自己，他放下架子、放低姿态、
事必躬亲……可任职 2个多月来，排里
的工作依旧没有起色，连队每个月评
比“先进排”，一排都与之无缘。

眼见其他排无论是训练成绩还是
日常管理都稳压自己排一头，许志鹏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决定去找优秀的
排长取取经。经过一番思索和选择，
许志鹏把目标锁定在老排长徐武斌
身上。
“我一直推行量化评比制度，对军

事训练、理论学习、公差勤务等几大项
进行细化，明确相应的积分并进行排
名，充分发挥表彰激励作用，营造相互
学、比着练的氛围，有效激发了大家学
习训练的热情和动力……”一番长谈
后，徐武斌结合自己的带兵经验给许
志鹏支了支招。
“这个可以啊！”许志鹏一拍大

腿，立马拷贝了量化评比制度的相
关资料。回到连队后，自认为取到
真经的许志鹏便开始复制徐武斌的
抓建方法。

制作量化评分表、讲清相关细则、
明确奖惩措施……许志鹏热情满满、
信心十足。可一段时间过去，排里的
工作并没有明显起色。“排长像个‘大

管家’一样，整天拿着本子晃悠……”
偶然听到战士们的评价，许志鹏心里
很不是滋味。

这一招不好使？许志鹏有些惆
怅。思前想后，他又找到地空导弹连
排长常义卿，希望得到他的指点。

听了许志鹏的疑惑，常义卿呵呵
一笑。“作为排里的‘领头雁’，要身先
士卒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你的威信和
地位自然会水涨船高，工作也更加容
易开展……”常义卿毫不吝啬地向许
志鹏分享了自己的一些带兵经验。

许志鹏根据常义卿的指点，工作
中处处叫响看我的、跟我上，可实际成
效依然不明显。一次集会前，各连组
织拉歌，许志鹏自告奋勇站了出来。

然而由于经验不足，指挥拉歌败下阵
来，当场出了糗！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什么

我拿来就不灵了呢？”正当许志鹏一
筹莫展之际，指导员王玉明主动找到
他：“许排长，借鉴别人的经验绝不是
简单‘抄作业’，必须与排里和个人的
实际结合起来。同时，也不能仅凭借
先进经验‘一招鲜’，而忽视了扎扎实
实地按纲抓建……”

在王玉明的帮带下，许志鹏认清
了自身优势短板、摸清了全排战士的
特点、理清了班排抓建思路，在工作中
既发挥个人优势特长，也融合借鉴他
人经验，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逐渐站
稳了脚跟，排里各项建设也稳步提升。

“他山之石”都能“攻玉”吗
—第75集团军某旅一名排长的抓建经历

■张政庭 吴 阔

“我们身后那座山，便是以我师‘滚
雷英雄’罗光燮命名的‘英雄山’……”
盛夏时节，喀喇昆仑山下，一场“学英雄
当英雄”故事会如期举行，正在这里驻
训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陆续登台。
“在那次战斗中，为清除敌重要军

事据点，工兵连战士罗光燮在左脚、左
臂被炸断的情况下，强忍剧痛毅然用
身体滚雷区，为战友开辟血路……罗光
燮身上‘为了胜利一无所惜’的精神，
一直激励着我成长。”中士张旭的讲
述，瞬间将大家带回到那段炮火硝烟
的战斗岁月。

英雄的精神，有无穷的感召力。上
等兵苏标向战友讲述自己的成长历程
时，道出了心声：“咱们师的榜样，给了

我前进的力量。”
初上高原的苏标，曾一度极不适

应。“行走‘英雄山’下，时时感受到英
雄精神的浸润。罗光燮在‘生命禁区’
冒着零下 40℃严寒，一次次被冻伤，却
一次次奋起，这是何等的毅力！”在英
雄精神的激励下，苏标强忍身体不适，
在恶劣环境中苦练打赢本领。一次演
练，苏标主动请缨下河传递被复线，上
岸时双脚已经浮肿，他穿上作战靴一
鼓作气翻越海拔 4900 多米的山头，提
前完成了通信线路架设任务。谈及自
己的心路历程，苏标感慨地说：“我们
虽然也吃了很多苦，但跟英烈相比根
本不算什么。”

苏标话音刚落，一阵雨雪袭来。官

兵们兴致不减，一个个冒雪登台，现场
气氛被推向高潮。

台上的故事越讲越精彩，台下的掌
声越来越热烈。冰冷的雨雪中，曾在国
际军事比赛中取得 3个单项第一的中
士马永林谈起自己“征战高原”的故
事。为把火炮检修技能练精，马永林常
常“猫”在装备旁一蹲就是半天，有时累
得腰都直不起来。在高原风吹日晒，马
永林的脸被紫外线灼伤、指甲凹陷，他
有感而发：“只有像先烈一样敢于吃苦，
把武艺练精、把本领练强，才能履行好
职责使命。”

雪后初晴，砥砺人心的故事会还在
继续，官兵们笔直的身影被映照得熠熠
生辉……

雨雪袭来，新疆军区某团一场别开生面的故事会渐入高潮—

“英雄山”下话英雄
■胡世坚 陈东方 本报特约记者 黄宗兴

在一些单位的机关交班会上，检查

督导人员通报基层存在的问题后，总会

附带一句“请相关部门尽快帮助解决”。

然而，请相关部门解决，到底是指哪个部

门，往往模棱两可，并不见明确负责人。

虽然对于一些常见问题，与之相关

的部门通常能心领神会并着手解决，但

是如果遇到复杂问题或涉及多个部门职

责范围的事情，此言就容易让人纠结其

中：这是否与我相关？到底由谁来管？

同时，基层有需求有困难，通过检

查督导人员向机关反映，却因“相关”二

字敷衍塞责，悬而未决，不了了之。长

此以往，便辜负了基层信任，影响了组

织威信。

究其原因，有的是机关干部能力不

足，看不透问题本质，搞不懂如何协调；

有的是好人主义，不敢较真，担心指名道

姓会得罪人；有的是作风不实、担当不

够、责任意识不强，将矛盾上交，把责任

下卸。

少讲“相关”，明讲“谁管”。《军队基

层建设纲要》指出，加强和改进指导帮建

基层工作，要求党委负主责、主官负首

责、机关合力抓。具体到文中提及的现

象，各级党委机关要强化责任意识，搞好

对接责任。发现问题后，及时沉到基层

调查研究，剖析原因，谋划解决之道。属

于本级职权范围的，要限时予以解决；在

本级职权范围外的，要精确分类归口、明

确责任。

笔者以为，今后检查督导人员通报

情况、提出建议时，一定要树立起“问题

归零”意识，增强“宁可向前一步形成交

叉，不能退后一步造成缺位”的自觉性、

主动性, 以踏踏实实的指导、扎扎实实

的服务帮建基层。

少讲“相关”，明讲“谁管”
■陈 岩

值 班 员：西藏军区某旅教导员

康洪华

讲评时间：7月17日

今天训练时，我发现有些同志休息
时敞胸露怀，不按规定着军帽，经提醒
后仍有个别人不以为然，觉得野外条件
十分艰苦，军容风纪不必如此讲究。
《内务条令》规定：军人应当配套穿

着军服，佩戴军衔、级别资历章（勋表）

等标志服饰，做到着装整洁庄重、军容
严整、规范统一；着军服时应当按照规
定扣好衣扣，不得挽袖（着夏作训服时
除外），不得披衣、敞怀、卷裤腿。

同志们，高原野外驻训环境确实
十分艰苦，但不能因此降低自我要求，
希望大家从思想上提高认识，牢记军
人着装基本要求，展现出真正的军人
风采。

（杨成涛、杨振宇整理）

环境再恶劣军容也要严整

7月中旬，南部战区海军某作

战支援舰支队利用训练间隙开展心

理行为小游戏，舒缓战士们的紧张

情绪，增强团结协作意识。图为官

兵们齐心协力用身体画“同心圆”。

范延洲摄

“小杨，你最近家里有没有困难，有
需要反映的意见建议吗？”

看着一边谈话一边记录的我，班里
的战士杨林栋一时语塞，一双手摇成了
“螺旋桨”：“班长，我思想情况良好，家庭
情况也很好，无任何思想负担，对组织也
没啥意见。”

轮到副班长张桂添，还没等我开口，
他直截了当地说：“班长，咱俩谈心就不
需作记录了吧，我也没啥心事，你就不用
担心了……”
“知道了知道了，你们啊，有啥问题

一定要跟我说，别藏着掖着！”吃了“闭门
羹”的我摆摆手，又一次无奈地结束了略
显尴尬的谈心。

唉，其实我也没办法！这不，连队给
每个班长都发了一本厚厚的《谈心交心

登记表》，每月一次的谈心内容必须在
“本本”上体现，听说是上级统一要求的。

本来啊，我在课余时间和班里战友
闲聊几句，每个人有啥情况“门儿清”。
可自从谈心内容必须有记录，连队还得
定期检查后，大家再也不愿意给我掏心
窝子了。

周末的时候，我叫上几个班长边打
篮球边聊天，发现我的困惑并非个例。
“万一说多了被记录下来，反而对自己
影响不好，索性启动‘自我保护’模式，
能少说就少说，能不说就闭嘴。”五班班
长郭天麟趁我不注意，边说边从我背后
“掏球”。

“几位打得不错啊！”不知道啥时候，
通信站政委赵云站在了球场边上，“你们
说得都很好，看来机关对这项工作考虑

不周到，犯了‘痕迹主义’的毛病。大家
放心，我们马上按照你们的意见整改！”
说完，政委转身就走了。

就在这周的连务会上，通报了站里
的最新通知精神，大意就是谈心一定要
尊重战士们的感受，谈心内容不再硬性
要求必须记在本子上，更不提倡带着“本
本”找战士谈心。
“这才‘对路’嘛！”听了连队的通报，

我心里乐开了花。
（张子轩、陈 毅整理）

谈心带本子，连吃“闭门羹”
■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通信站一连班长 李春龙

“26秒 37，优秀！”
炎炎夏日，新疆军区某团有线专业训

练场上，一个敏捷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
猛地一跃抓住线杆，脚蹬手扒，捆绑固定，
滑降落地……一看就知道，这是火力营榴
炮一连下士李建忠的“招牌动作”。

阳光，活泼，爱笑，李建忠的性格就
摆在他脸上，让人见了立刻对他产生亲
近感。然而，李建忠的战友都清楚，平
常笑呵呵的他，可是个不折不扣的“狠
角色”。

入伍前，李建忠患有口吃，沟通上存
在严重障碍。为了把这个毛病纠正过
来，李建忠主动报名参加演讲比赛。准
备比赛时，演讲稿背不下来，他就请同学

监督，一有停顿就打他的手背。最后，他
把稿子背得滚瓜烂熟，手背也被打得又
红又肿。

新训时，有一定美术功底的李建忠
担任板报组负责人。国庆节前一周，他
接到板报绘制任务，忙活了 6天，板报终
于“新鲜出炉”。还没来得及高兴，干透
的颜料纷纷掉落，此时距离规定的最后
时限还有不到 8个小时。刷洗颜料，贴
上白纸，重新画底图，上色……早上起床
后，大家都围着板报连连称赞，而熬了一
夜的李建忠早已倒在角落里睡着了。

下连后，李建忠被派往某训练基地
参加有线兵集训。集训队举行攀登固定
小比武，正当他奋力向上攀爬时，一股钻

心的疼痛从右臂传来。扭头一看，一根
小拇指粗的木刺扎破迷彩服，深深地刺
进肉里。“我不能落在后面，拼了！”他一
把拔掉木刺，忍痛爬到顶端将电话线固
定好。等他跳回地面，鲜血顺着袖子直
往下淌。他握了握拳头说：“能得第一
名，流这点儿血算啥！”

现在，他又被上级任命为营部文
书。面对这个挑战性极强的岗位，他信
心十足地说：当兵只要有股拼刺刀的劲
儿，再难的岗位也能干好！

一句话颁奖辞：入伍4年，5次换岗，

不论多么艰难，他每一次都能拿出拼刺

刀的劲头，打一场漂亮仗。

当兵，就得有股拼刺刀的劲
■刘鹏举 杨希圆

张天煜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