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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抓建基层·一规一例”

“啪”，钢盔上的弹壳掉在地上。“怎
么又掉了？”我在心里犯起了嘀咕，将目
光锁定在新兵冯鸿澳身上。
“3 分钟掉了两次，你是怎么据枪

的？上次射击打得那么差，现在还不认
真训练，你想怎样？”心急的我忍不住和
他翻起了“旧账”。

入伍之初，身材瘦小的冯鸿澳自我
介绍时表决心“霸气侧漏”：“优秀新兵非
我莫属。”当时我还认为，这样有追求的
战士一定能够很快脱颖而出。

然而，实力不是靠豪言壮语就能轻
易换来的。队列训练，僵硬的动作让他
被战友调侃为“机器人”；实弹射击，5发
15 环的成绩更是让他羞愧难当……尽
管频频受挫，但冯鸿澳起初并没有把这

些放在心上，嘴里一边念叨着“起点越
低，进步空间越大”，一边挥汗如雨、埋头
补差。
“冯鸿澳，两个月过去了，你咋还在原

地踏步？”看到他投出的手榴弹依旧牢牢
“粘”在 25米线上，班长话中透着无奈。
糟糕的成绩、骨干的批评、战友的调侃，让
一直积极上进的冯鸿澳渐渐低下了头。
生活中独来独往，训练场上频频走神，几
乎所有课目都对他亮起了红灯。
“排长，我可能压根就不是当兵的

料……”面对我的责备，冯鸿澳委屈地
抽泣起来。从争当优秀新兵到如今自
我怀疑，难道他真的是“开不了窍”？
我也陷入了迷茫……

一个周五，不知是谁在俱乐部放起了
电视剧《士兵突击》，看到老马、史今几位
班长用耐心和真情一步步将许三多这个
“孬兵”带成“兵王”，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我的心里豁然开朗：评价战士不能“唯成

绩论”，后进者只要有一颗上进心，那他就
是个好兵，总有一天会绽放光芒。

新的训练周开始前，我专门召集排
里的骨干明确：不能因训练成绩落后而
一味地批评新兵，禁止取笑训练成绩不
好的战友。“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
驾，功在不舍。别灰心，底子薄，咱就慢
慢练。”听了我的安慰和鼓励，冯鸿澳的
眼里又燃起了斗志。

实弹射击，我带着他分析弹着点，从
据枪、瞄准、呼吸和击发动作要领开始，
手把手教，一步步练；手榴弹投掷，加快
挥臂速度、做好扭腰送胯、强化手臂力量
三管齐下，帮他解决投不远的难题……

一个月后，我们迎来实弹射击结业
考核。“50环！”报靶员话音刚落，大家的
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冯鸿澳。看着在全连
官兵面前军姿笔挺的冯鸿澳，我知道，他
开始了自己的“士兵突击”……

（本报特约记者 徐 鹏整理）

别让后进兵丢了上进心
■第73集团军新兵一团四连一排排长 李振彬

去年年底，新疆军区某团换季保养
总结讲评大会上，一营二连上士朱彦鑫
因为机车保养细致认真，被通报表扬。
这也让沸扬一时的“‘随口一问’难倒老
班长”风波画上了句号。
“清洁装容、润滑部件、紧固连接、补

充油液……”去年10月，该团武器装备换
季保养工作展开，作为一名拥有11年驾
龄的操作手，朱彦鑫对保养流程可以说
是倒背如流。

这天，朱彦鑫趴在车底，正在给装
备打黄油。黄油主要起润滑作用，使
装备减少摩擦，防止生锈，延长使用寿
命。半桶黄油见底，朱彦鑫已是满头
大汗。

专心打黄油的朱彦鑫，丝毫没察觉
到团长走到跟前，已经驻足观察了好一
会儿。
“小伙子，看你保养得这么认真，我

考考你，这台装备有多少个黄油加注口
呀？”直到团长抛出这个问题，朱彦鑫才
满身油污地从车底钻出来。

面对团长的随口一问，朱彦鑫挠了
挠头尴尬地回答：“报告，这个我还真没
仔细数过，反正挺多的。”
“那就利用这次换季保养的时机，

好好数一数吧！”语毕，团长转身走向其
他营的车场。

当了 11 年兵，朱彦鑫自认为对装
备很了解，竟被这么简单一问难倒了。

此事很快在一营传开，营连主官
意识到“几个黄油加注口”折射出来的
不是小问题，现场召集大家再度发
问。结果不光朱彦鑫不知道，好多官
兵也直摇头。

大家议论纷纷：装备换季保养，按
流程保养到位就行了，其他的方面没有
必要记得那么清楚吧？
“保养工作要细致入微，容不得半

点马虎。如果不知道自己使用的装备
有几个黄油加注口，在保养中就很难保
证不遗漏，由小及大，就难以确保装备
性能良好。”营领导的一番话让在场官
兵陷入沉思。

朱彦鑫深受触动，不由想起一次
战备拉动演练，就是因为自己疏忽大
意，没有对损坏的小配件及时更换，

加之时间紧、任务重，导致装备出现
“趴窝”，影响了演练进程，差点吃了
败仗。

该营随即以“‘随口一问’难倒老班
长”为引子，组织大家围绕战斗力标准、
实战化训练进行讨论、反思，深入查找
装备保养存在的问题。

与此同时，他们细化完善装备保养
程序，列出容易忽视的环节和注意事

项，确保装备始终保持良好状态；开展
装备保养评比竞赛，激励官兵高标准开
展工作。
“数清楚了，是 60个黄油加注口！”

朱彦鑫核实了好几遍后，肯定地说。官
兵们也明白了团长“随口一问”的真正
用意。在接下来的保养过程中，该营官
兵按要求认真保养装备上的每一个部
件，连一颗螺丝钉也不放过。

“随口一问”难倒老班长
■马永鸣 李佳鹏 胡世坚

现代武器装备机械化、信息化程

度高，更加精细复杂，需要关注的细节

多，给保养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一

颗螺丝、一个配件的损坏，都可能导致

装备故障；一丝一毫的偏差、一举一动

的疏忽失误，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伏尔泰说：“使人疲惫的不是远方

的高山，而是鞋里的一粒沙子。”这说

明，细节决定成败，小的错误和过失如

果得不到及时纠正，就会影响全局。夯

实战斗力基础是一项紧而又紧、实而又

实的工作，“一砖一瓦”都不能含糊，

“一针一线”都不得马虎。必须严谨细

致、精益求精，拿出“绣花”的功夫，处

处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把每个环节步

骤落细、落小、落实。

打基础要拿出“绣花”功夫
■新疆军区某团政治工作处主任 杨文献

值 班 员：火箭军某团综合保障营

营长 范大鹏

讲评时间：2020年12月28日

上周，我们派人外出执行警戒防卫
任务。由于随行保障的车辆空间小，加
之携带物品多，大部分人员不得不双腿

蜷缩在座位上。到达目的地后，这些同
志双腿都麻木了，甚至有人下车时摔了
一跤。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么安排的目
的是为了节俭，总不能多派一辆车吧？

日常工作中，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值得肯定，但不能影响安全行车。万一
发生事故怎么办？官兵们腿都麻了，下

车后怎么能迅即执行任务？
同志们，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实事

求是，从实际出发，不能片面化、顾此
失彼。同时，也要做好统筹协调，防止
各个环节互相“打架”，造成不必要的问
题隐患。
（何 哲、本报特约记者 奉 雷整理）

干工作不能顾此失彼

Mark军营

提高军队网络教育质量效益基层之声

“不会运用互联网思维”“不愿倾

注更多时间”“不敢承担使用网络可能

带来的风险”……前不久，某部针对网

络教育开展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发现

在部分基层政治教员当中仍或多或少

存在以上现象。

思想阵地，真理不去占领，就会杂

草丛生；网络阵地，我们不去占领，就

会乱象丛生。笔者以为，“不会”“不

愿”“不敢”，不仅仅反映的是责任担当

的缺失，更透射出一些施教者没有牢

牢树立网络教育的“阵地意识”。

时代变了，对象变了，思想政治

教育必须跟着变。进入信息网络时

代，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

跃，官兵的信息来源更加多元。这就

要求基层政治教员在关注现实世界

的同时，更要占领网上阵地，把思想

政治教育从三尺讲台扩展到浩瀚的

网络世界之中，敢于直面各种错误观

点，并与其进行坚决斗争。只有把网

络这个“最大变量”，变成教育创新的

“最大增量”，才能实施有效思想引

导，建强官兵精神家园，巩固纯洁部

队思想阵地。

毛泽东同志谈及西方敌对势力的

“和平演变”，有一句警世之言：帝国主

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

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

望。帝国主义的话灵不灵？我不希望

它灵，但也可能灵。

思想政治工作者唯有不断强化网

络教育“阵地意识”，帮助每名官兵自

觉担负起思想阵地守望者的重任，敢

于亮剑、善于亮剑，做到守土有责、守

土负责、守土尽责，才能打赢这场没有

硝烟的网上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

仗。敌对势力的预言就不可能灵，也

决不会灵！

网络教育要强化“阵地意识”
■王淑叶 张 琪

近日，武警江西总队南昌支队组织500余名新兵来到方志敏烈士陵园开展

教育实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接受精神洗礼。图为新兵们在烈士陵园举行宣

誓仪式。 曹先训摄
庄严宣誓

茅文宽绘

报告，这个我还真没

仔细数过，反正挺多的。

小伙子，看你保养得这

么认真，我考考你，这台装备

有多少个黄油加注口？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规定：
不得在内务条令规定以外，增加基

层登记统计事项。

“各班，领手机！”
又到了读报时间，随着值班员一声

哨响，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三营指挥保障
连官兵纷纷来到手机柜前。没有了繁
琐的排队登记，大家很快拿到手机，开
始浏览新闻。

利用手机读报，是该旅落实“三
个半小时”的一项新举措，深受官兵
欢迎。可刚开始一段时间，问题就出
现了。

原来，为加强连队手机管理，该旅
机关有关科室专门制作下发《手机使用
管理登记簿》，要求发放和上交手机必
须做好登记，并以此作为一项重要内
容，检查和评价各单位工作。

翻开登记簿，记者看到每名官兵的
手机使用信息都是单独成页，既有本人
填写的内容，也有连队主官填写的部
分。三营指挥保障连指导员黄书博介
绍说，为了让大家有更多的时间读报，
他只好带着文书事后集中补填，每次至
少花费一个小时。

可有两个晚上，因为到营里参加
集中备课，返回后又接到了临时任
务，黄书博便将这件事忘在了脑后。
没承想，这一疏漏恰巧被前来检查工
作的机关人员发现，指挥保障连很快
就上了通报批评的大名单。而一墙
之隔的五连，则因为登记及时、工整
被通报表扬。黄书博心里不禁犯起
了嘀咕：同样的工作，为啥人家就能
落实得那么好？

带着疑问，黄书博找到五连指导
员张之为，得到的答复却让他颇感意
外：“上级规定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谁用手机谁签字、谁填写谁负责，至于
还剩多少时间读报，就管不了了……”

读报时间总共才 30 分钟，难道非

要让战士们挨个登记？黄书博一时也
没了主意。

几天后，旅里针对手机使用管理情
况开展问卷调查。结果，五连的官兵满
意度明显低于指挥保障连，不少人反映
登记耗时过长，影响了正常读报。
“为啥领取和上交手机需要专门登

记造册？有关负责人做到心中有数不
行吗？”“如果规定时间之外临时使用手
机，简单做个备案倒可以理解，而现在
是固定时间、统一收发还要求登记，就
有点‘形式主义’了！”一时间，官兵们议
论纷纷。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早就明确，

不得在内务条令规定以外，增加基层登
记统计事项。”此事引起了一名旅领导
的注意，他说，除了“七本、五簿、三表、
一册”外，基层就不该有别的用于登记
统计的“本本”。

旅党委很快作出决定，要求对基
层的“本本”进行一次清查。这才发
现，各部门各单位自行要求填写的“本
本”还有不少：有的将《连队要事日志》
进行了拓展，增加了单独的《请销假登
记本》《外出人员登记本》；有的参照
《连务会记录本》制作下发了专门的
《排务会记录本》《班务会记录本》……
战士们说得很直白，这些多余的本子
之所以存在，一是为了体现各自代表
的那项工作很“重要”，二是方便应对
机关检查。
“不能以规范之名，行不规范之

事！”旅党委要求机关和基层营连严格
落实条令和纲要要求，砍掉规定外的登
记统计；同时改进机关检查指导方式，
明令不得用简单留痕来评判基层，切实
为基层减负。

读报的时间到了，记者打电话到该
旅三营回访。据五连连长周鹏、指挥保
障连副连长相皓文反映，现在官兵使用
手机不需要专门登记了，只要连队干部
骨干掌握情况即可，“30分钟的读报时
间，现在一分钟也没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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