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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聚焦新年开局起步特别推荐

导弹昂首，雷达飞旋，发动机的轰
鸣声和号手的口令声震耳欲聋……新
年伊始，第 74 集团军某旅新建成的综
合训练场上，地空导弹一营官兵正火热
展开新装备训练。
“新装备刚列装，新训练场就投入

使用，带动多项新训法战法研究探索
提速，官兵谋战研战劲头十足！”现场
组织训练的营长曾祥彬说，新年开局
蹄疾步稳的背后，得益于两个月前旅
作训科提交的一份调研报告。
“前不久，随着新装备列装，基层部

分训练场地无法充分满足练兵需求。”该
旅作训科参谋陈炜介绍，科长贺开红为
此带队深入一线，展开为期两周的调研，
广泛听取基层声音，多次进行实地勘察，
带回一份内容翔实、数据精准的调研报
告。经各级充分论证并报上级批准，新
综合训练场很快建成投入使用，大大缩
短了新装备战斗力生成周期。

来到旅机关楼，记者本想当面采访
贺开红，没想到扑了个空。
“我们科长又下基层调研了，今天应

该在电子防空营。”该旅作训科参谋唐宇

欣说，贺科长有个工作习惯，喜欢定期到
基层营连搞“众筹”——就是每次筹划大
项工作任务前，必到基层听取意见建
议。筹划新年度工作，自然也不例外。

果不其然，在电子防空营训练场
上，贺开红正深入各点位详细了解新型
作战力量的训练开展情况。侧耳聆听
官兵们的一言一语，贺开红的笔记本越
记越厚。
“新装备组训缺少行家里手”“官

兵训练需要技术支持”……一个多小
时里，他先后梳理出 10 余个重难点问
题，作为下一步精准指导基层训练的
依据。
“新年度训练需要机关提供啥帮

助？”“攻克专业训练重难点问题，你们
有没有什么好招法？”马不停蹄，贺开红
随即召集电子防空营相关干部、训练骨
干座谈，对照问题清单，听取意见建
议。为广开言路，他还从营连随机选取
对象组织问卷调查，让基层官兵为新年
度实战化训练献计献策。

一天下来，贺开红不仅收集到
“加强战术理论系统学习”“分批选派

官兵到某军工企业生产车间跟班见
学”等 20 余个“金点子”，还记录下
“训练安排过多过满，官兵没有足够时
间消化”“部分训练课目器材短缺”等
10余件基层官兵“不太满意的事”。
“官兵期盼的，就是我们努力要办

的；官兵不满意的，就是我们抓紧要改
的。”满载而归，贺开红的思考愈发深
入：无论是筹划工作，还是服务基层，机
关不能一厢情愿，而是要一以贯之坚持
问题导向，先照照基层这面“镜子”，问
计基层、问计于兵，才能瞄准问题“靶
心”、找到工作重点。

回到办公室，贺开红立马带着科里
几名参谋修改新年度作训科工作筹
划。38 条官兵意见建议融入其中，27
个官兵反映强烈的问题被列入重点解
决事项，并制订针对性整改措施，明确
完成时限和责任人……

调研接地气，工作冒热气。前不
久，该旅同步组织多个专业集训，训练
场上官兵们个个生龙活虎。
“新的一年，我们更要撸起袖子加

油干！”贺开红满怀憧憬。

新年开局，第74集团军某旅作训科科长贺开红马不停蹄跑基层—

一名机关科长的“众筹”足迹
■本报记者 张磊峰 陈典宏 特约通讯员 郑 烨

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张 丁：

调查研究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作风。

解决问题、推动工作，刻舟求剑不行，闭

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认

清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各级领导和机

关只有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来训练，

作为必备能力来培养，才能练就调查研

究的硬功夫，科学应对风险挑战，有效

破解工作难题。这就要求我们基层带

兵人，既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入一线倾

听呼声诉求；又要掌握科学方法，拓展

调研渠道、丰富调研手段、创新调研方

式；还要注重做好调研之后的“下篇文

章”，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一张蓝图绘

到底。

某 旅 合 成 三 营 营 长 李 嘉 琛 ：

我想先给文章中这位务实的科长点个

赞！我们应清楚认识到，军事训练是

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基本途径，有其

自身的内在规律和客观要求。因此，

机关在指导帮训中，应将“科学”二字

摆在重要位置。只有像贺科长这样，

真正问计基层，走近官兵，用一次次严

谨细致的“众筹”做到心中有数，才能

找准问题、对症下药。新时代新形势

新任务，对各级指挥员科学组训能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所谓“众人拾

柴火焰高”，我们既要只争朝夕加强个

人学习，也要掌握方法善于从群众中

发掘智慧。

某基地人力资源处代理处长 亓秉文：

如何才能更稳妥、成体系地推进人才培

养落地落实？贺开红科长的“众筹”之举

给了我们启发。如果脱离基层实际、脱

离备战打仗，再宏伟的计划蓝图也等于

零。因此，要聚焦备战打仗、突出为战育

人，以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

事职业教育为依托，以战争检验为归宿，

确保人才培养供给侧与未来战场需求侧

精准对接；要紧盯部队需求、健全育才机

制，围绕部队建设所需、官兵发展所盼，

科学规划人才培养路径，不断完善人才

培养机制；要压实育人责任、发挥育人优

势，形成各级指挥员主动示范任教、帮带

培养的良好氛围。

官兵恳谈

值班员讲评

近日，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群众性练兵比武，激发广大官兵的训练热情，营造练兵备战的浓厚氛围。图为射击比武

现场。 肖士金摄

上周五，连队组织 3公里武装越野
考核，对于我这个“体能困难户”来说挑
战可不小，半程不到便头冒虚汗、大口
喘气。
“班长，把枪给我吧！”眼瞅着我就

要掉队，身旁战友赶忙伸出援手。正当
我准备把枪交给他时，脑海里突然浮现
出一个月前的那一幕……
“之前几个课目发挥都不错，明天

是 3公里武装越野，大家可得加把劲儿
啊！”营里组织建制连年终考核评比，听
了连长的动员，我心中暗想：“身为骨
干，决不能给连队拖后腿！”可体能又一
直是我的短板，咋办？回到班里后，我
找到体能尖子小王，提出“考核时帮我
背枪”的想法。
“班长，这不太好吧，营里多次强

调，考核严禁作弊。”“帮人背枪怎么算
作弊呢？这应该叫‘战友情深’。”看着
小王犹豫的神情，我继续“开导”他，“没
事，我都想好了，到时咱俩一起跑，经过
检查点时我自己背，等跑远了再给你，
全连那么多人一起跑，肯定不会被发现
的，咱们要以集体荣誉为重啊！”虽然有
些不情愿，但在我一再劝说下，小王最
终点头同意了。

第二天考核开始后，我和小王便
按照计划“合作”。毕竟肩上少了几公
斤，步伐轻盈不少，我最终以 13 分 30
秒的成绩抵达终点。然而，公布结果
时，考核组的一席话让我的“如意算

盘”彻底落空：“按照最后一名抵达时
间，你连成绩为 13分 48秒。但是由于
出现‘代替背枪’作弊行为，按考核规
定罚时半分钟，最终成绩为 14 分 18
秒！”

考核结束，连长黑着脸把我叫了
过去。“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
“连长，平时训练中‘帮战友背枪’也很
常见啊，这难道不算是战友之间互相
帮助吗？”
“考核要反映连队真实训练水平，

你这样做难道不是变相的弄虚作假？
何况，这种‘战友情’非但不能帮你进
步，还会助长你的惰性！”连长继续严肃

地说道，“虽然你的专业素质在连队拔
尖，但是身为班长，体能不能落下啊！
没有扎实的体能基础，上了战场怎能更
好地发挥专业能力？”

那天，连长跟我唠了许久。我终于
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心里的委屈也变
成了深深懊悔。后来，我当着全班战友
的面，向小王诚恳道歉。

收回思绪，我赶紧把卸下来的枪重
新背起来。顶着寒风，我奋力向前奔
跑，不断给自己打气——哪怕每次只能
进步一点儿，但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
能实现目标。

（王晓朋、常皓博整理）

这一次，我拒绝了战友的援手
■第80集团军某旅榴炮一连上士 申 盼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提高军队网络教育质量效益基层之声

前不久，一条“高原边防军人唱响

《我的祖国》”的视频火爆网络，引得无

数点赞、留言、转发，让网友充分感受

到戍边将士舍小家为大家的牺牲奉献

精神。笔者了解到，不少单位将这条

视频作为教育素材，搬上课堂，收获了

较好的教育效果。

该视频能够“插上双翼”迅速走进

广大官兵视野，产生广泛的影响，受益

于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速度。然而，

最终能教育人、打动人、感染人的，还

是视频的内容。视频里，高原边防军

人的歌声谈不上动听，有时还跑调，但

从他们发紫的嘴唇和被紫外线灼伤的

脸上，能读出对祖国的真挚情感；视频

画面也并非多么炫目，但那荒凉的高

原戈壁，留下了戍边军人坚实的足迹，

映衬出他们如大山一般的身影。

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网络时

代，通过手机和电脑屏幕，各类资源

迅即映入眼帘，为部队开展教育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但也要认识

到，网络教育无论如何发展，它只是

教育的一种方法手段，最终撬动官

兵心灵的，始终是教育内容传递的

价值和精神。反观当下，有些施教

者本末倒置，过度迷恋运用网络手

段，忽视教育内容的创新和质量的

提高，教育现场看上去“轰轰烈烈”，

实则收效甚微。

政治工作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

时代关。一方面，我们要把准新时代

官兵的思维观念、交流习惯等特点，积

极探索创新网络教育方法手段，让教

育形式更喜闻乐见、易于接受；另一方

面，我们必须精心“烹制”教育内容，在

走深走实、入脑入心上下功夫，在贴近

基层、贴近官兵上使长劲，在解决思想

困惑、启迪心灵上用心思。唯有坚持

“内容为王”，让教育和网络有机融合、

协同发展、相互促进，才能使部队网络

教育焕发持久的生命力。

拥抱网络莫忘深耕内容
■杨文献 李佳鹏

“向极限挑战，向超越努力，争做‘精
忠至诚，为战敢先’的仪仗官兵……”日
前，解放军仪仗大队礼堂气氛热烈，拉
开该大队首届十大“军旅标兵”颁奖典
礼帷幕。
“军旅标兵”是中央军委授予仪仗

大队的荣誉称号，也是一代代仪仗兵
用忠诚和热血铸就的荣誉品牌。为引
导广大官兵崇尚荣誉、争创荣誉，该大
队党委决定，利用年终总结时机开展
标兵评选活动，激发官兵干事创业的
热情动力。

当 12 名礼兵手持礼宾枪在舞台
两侧站定，主持人邱婧热情洋溢地
宣读评审组写给礼炮中队中队长曹
泽汉的颁奖辞：“锻钢筋铁骨，鸣世

界强音，这是新时代礼炮兵的忠诚
誓言……”

伴着昂扬的音乐，迎着战友、家人
热切的目光，曹泽汉健步走到舞台中
央，身后的电子屏幕播放着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礼炮鸣
放的画面：曹泽汉带领队员操控 56 门
礼炮，鸣放 70 响分秒不差。视频结
束，曹泽汉语气铿锵地说：“作为新时
代仪仗队员，要始终把祖国荣誉举过
头顶。”

在热烈的掌声中，5名队员走上舞
台，深情朗诵《祖国！请您检阅》。电子
屏幕上，该大队参加各种重大庆祝纪念
活动等视频依次播放，一句句献身仪仗
的誓言、一幅幅气势如虹的画面，深深

触动着现场官兵和家属的心弦，将现场
氛围推向高潮。
“用信仰之光照耀官兵，用坚韧顽

强感召官兵……”转入下一个单元，屏
幕上，某中队指导员周辉的先进事迹呈
现在大家眼前——从友邻单位选调到
仪仗大队后，周辉埋头苦干、勇挑重担，
带领中队取得“双争”评比第一名。台
下，许多一线带兵人深受鼓舞，周辉的
爱人崔竞旖也眼泛泪光。

一个个标兵的闪光足迹，交汇成一
支部队的铿锵足音。最后，兵心匠魂的
“国旗手”袁晋爽、献身仪仗的“排头兵”
张天龙等 10名标兵和他们的家人集体
登台，给这场颁奖典礼画上了一个精彩
的句号。

感受“军旅标兵”的仪仗情怀
■李 捷 蔺芳帅

一线直播间

平时训练中“帮战友背枪”

也很常见啊，这难道不算

是战友之间互相帮助吗？

考核要反映连队真实训练

水平，你这样做难道不是

变相的弄虚作假？

茅文宽绘

值班员：海军陆战队某旅教导员

刘 园

讲评时间：1月5日

最近，我听到个别战士“吐槽”，说自
己作为军人委员会的一员，每周的工作
就是收集大家对伙食的意见，订订菜谱，
而每到连队研究战备训练、政治教育、装
备管理等工作时，就被晾在一边。

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明
确，军人委员会应当围绕本单位中心任
务，组织开展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
民主，发挥在基层建设和练兵备战中的
参谋作用，在维护政策纪律和官兵合法

权益中的监督作用，在密切官兵关系和
军民关系中的桥梁作用。可见，在基层
建设中，军人委员会的地位作用是不可
替代的。

在这里，我强调一下：各连党支部尤
其是书记、副书记，要准确理解把握《纲
要》要求，依靠和支持军人委员会开展工

作，并加强领导和指导，使其做到组织健
全、制度落实、活动经常、作用明显。对
军人委员会成员，则要主动帮他们提升
能力素质，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最大限
度地调动一切群众力量，为锻造全面过
硬基层贡献聪明才智。

（赵浩然、张为民整理）

要重视发挥军人委员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