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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手里，就没有‘医’不好的
‘病’。”中等身材，皮肤黝黑，西藏山南
军分区某边防团四级军士长魏玉军，人
送雅号“魏郎中”。提起他，战友们赞不
绝口。

虽然被叫“郎中”，但魏玉军并不是
一名医生，他妙手回春救治的不是人，
而是各种“铁疙瘩”——魏玉军喜欢鼓
捣装备机械，连队里众人皆知，只要他
不见了，去修理车间准能找到；碰上与
维修相关的问题，便“一头扎进去，谁也
叫不出来”。

一次，战友驾驶装载机清理道路
塌方归来。魏玉军发现地上有油迹，
再弯腰一闻，立即判断是变速箱的齿
轮油出现泄漏。战友认为这不影响正
常操作，不用在意，但他坚持要赶紧找
到漏油点，理由是“小故障拖成大问题

就麻烦了”。从傍晚到临近熄灯，魏玉
军带着工具箱一直扎在车底，最终堵
住了漏油点。从车底钻出时，他冻得
说话直打颤。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有一年，连队驻地遭遇洪灾，水电

站机房被淹，发电机组出现故障，厂家
因交通不便无法上门维修。水电站作
为连队的备用电源，关系到通信设备的
正常使用，于是魏玉军便带着战友自己
干。对照说明书和电路图检查，遇到不
懂的地方就在网上查资料，还不明白就
打电话请教厂家技术人员……一周后，
水轮发电机终于恢复正常运转。

这股认真劲儿，魏玉军从小就有。
入伍之初，对于机械维修，魏玉军是个
十足的门外汉。了解到连队维修人员
缺乏，他主动报名到团修理所学习。
“那会儿连怎么递工具都不知道。”

魏玉军告诉笔者，有一次，班长让他递
一下美工刀，他想当然地手握刀柄把刀
刃递给班长，锋利的刀刃一下将班长的

手套划开一道口子，“那么大一道口
子！还好班长戴了手套。”对当时的情
景，魏玉军记忆犹新。就是这样从毫无
基础起步，他凭着一股认真劲儿，白天
跟着班长学，晚上跟着专业书本学，不
仅成为机械维修骨干，还掌握了电路维
修技能，通过了装载机驾驶考核。

2017年，单位调整改革，魏玉军主
动申请进藏戍边，也把这股认真劲儿带
到了雪域边关，成为现在远近闻名的
“魏郎中”。

去年的一天，驻地藏族群众扎西
因越野车打不着火，急得焦头烂额。
路过的魏玉军见状赶紧帮忙，很快确
定故障点，一番调试后，扎西的越野车
重新启动。“金珠玛米，谢谢你！”听着
朴实真挚的话语，魏玉军脸上露出灿
烂的笑容。

一句话颁奖辞：从零开始到远近闻

名，每一次成长都是你认真付出的结

果。“魏郎中”，为你点赞！

这个“郎中”专治“铁疙瘩”
■李国涛 孙 梁

小咖秀

下级向上级敬礼，上级给下级回礼，
本是部队尊干爱兵、内部关系和谐的体
现。然而前不久，敬礼这件事却让第 73
集团军某旅一营装步二连指导员贾广武
感到有些“不舒服”。

新兵下连之初，贾广武感到这些新
鲜血液朝气满满：每次见到自己都会精
神十足地敬上一个标准的军礼，并大声
问好。可渐渐地，贾广武感到有些不对
劲儿了——有些新兵敬礼不分场合，不
管是打扫卫生还是体能训练，只要他到
现场就敬礼，甚至在洗手间遇到，也要甩
甩手上的水，赶紧敬个礼。
“这样的‘礼节礼貌’不可取。”一次

晚点名时，贾广武专门对此事进行了讲
评，“注重礼节礼貌是好事，但凡事过犹
不及，根据《内务条令》规定，每日第一次
遇见首长或者上级时，应当敬礼，并明确

了不敬礼的时机和场合。”
贾广武本以为讲评后敬礼过多现象

会有所改观，可没想到好景不长，一周不
到，之前的问题又重现了。不仅如此，一些
原先没那么“积极”的新兵也参与了进来。

贾广武意识到事情可能没那么简
单。结合平时观察，他发现，“过度积极”
的现象还有很多：吃饭后抢着给老兵洗
碗擦桌子、出操结束后争着给老兵叠被
子、休息时抢着给老兵洗衣服……这些
早就不提倡的做法，新兵从哪里学的？
为了找出源头，贾广武和指导员分头到
班排了解情况，终于发现症结所在。

原来，新兵下连前，有些新训骨干就
传授“经验”：“礼多人不怪，下连后一定要
有‘眼力见儿’，给上级留下好印象”；还有
些新兵在入伍前就被一些当过兵的亲朋
好友特意叮嘱：“到了新环境，眼睛要‘放
亮’，脑袋要‘灵光’，没事多向干部骨干问
问好，汇报汇报思想”……再加上新兵之
间私下里的相互交流，不少人认为上次贾
广武的强调其实是话里有话，表面上批

评，实际上是在“提醒”那些“礼数”不到位
的人，所以讲评之后，问题才不减反增。
“这可不行，时间久了，不仅对内部

关系有影响，还可能带坏整个连队的风
气。”贾广武感觉这样的现象可能不是个
例，于是向上级汇报，引起了旅党委的高
度重视。他们立即针对问题打出一套
“组合拳”：各新兵连召开军人大会，干部
骨干带头承诺践诺，不戴有色眼镜、不搞
特殊照顾，一切按实绩说话；以各营党委
名义给新兵家人邮寄“致新兵家长的一
封信”，讲清部队新时代文明带兵理念；
对接受过新兵“特殊礼节”的老兵进行批
评教育……

很快，新兵们的心思摆正了，工作训
练质量都有了明显提升。最近一次考核
中，该连新兵的军事地形学和格斗捕俘
等课目合格率提升明显。性格内向但体
能拔尖的新兵胡耀辉还被聘为“小教
员”，他说：“只要把训练搞好、工作干好，
大家自然就知道你，根本不用费心思‘加
深印象’！”

真的“礼多人不怪”吗？
■王梦圆 尚 猛 本报特约记者 赵 欣

“指导员，我不想被‘特殊照顾’，请
对我一视同仁！”前不久，在翻阅谈心记
录本时，下士宋骏的留言让我很是惊讶。

宋骏是连队重点培养的好苗子，训
练刻苦、工作认真、思想稳定，怎么突然
说出这样一句话？带着记录本，我找到
了宋骏，可他告诉我的情况，却让我越发
感到一头雾水：“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班
长和骨干轮番找我谈心，同班战士对我
也小心翼翼的……”

送走了仍感莫名其妙的宋骏，我带
着疑惑找到他的班长孙超继续了解情
况，可算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原来，宋骏的父母有段时间经常吵

架，宋骏为此非常苦恼。春节长假刚过，
宋骏有点“节后综合征”，训练工作时常
跟不上节拍。孙班长注意到这个情况，
以为他又在为家庭问题烦恼，于是立即
采取了一系列“帮扶”措施。而宋骏原本
只要休息调整几天就能恢复状态，可在
大家的重点关照之下，心里疑惑、面上难
堪，“假烦恼”变成了“真苦恼”，只好通过
谈心记录本向我求助。

联想到日常工作，类似现象在班排
里还真不少：战士走神，便是“思想滑
坡”；工作积极性不高，就是“怕苦怕累”；
网上多买点东西，就被扣上“乱消费”的帽
子……不深入了解战士“反常”行为背后

的真正原因，而是靠所谓经验和惯性思
维乱猜战士心事，不仅对解决问题毫无
益处，甚至可能反生事端。

带兵不能想当然，战士心事别乱
猜。一番交流之后，误会总算解开。孙
超为自己的“乌龙”，向宋骏道歉，并建议
连队多给宋骏一些自主支配的时间，让
他尽快调整好状态。我也以此事为契
机，召集干部骨干就“依法带兵、科学带
兵、文明带兵、以情带兵”展开讨论交流
活动，纠治骨干在带兵过程中方式方法
简单粗暴、知兵懂兵浮于表面、谈心交心
草率敷衍等问题。

（郭海林整理）

带兵不能想当然，战士心事别乱猜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指导员 舒 鹏

营连日志

指导员之家

新年开局起步，各部队陆续展开新

年工作筹划，制订计划和目标。但在个

别单位存在这样的奇怪现象：有的官兵

虽然能够接受任务，可在执行过程中，

总有些牢骚抱怨，而且工作效率不高。

相比之下，有的官兵总是愉快接受任

务，甚至主动申请参与任务，工作抢着

干。经过了解，笔者发现，出现前面一

种情况的单位，大多在部署任务时着重

强调任务重要，反复提及完不成任务的

责任追究；而出现后一种情况的单位，

则更加注重对官兵的正向反馈，安排任

务时会对受领任务连队之前的优秀工

作表现进行回顾和表扬，让官兵在获得

肯定与褒奖中鼓足干劲。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完成上级

赋予的任务无可厚非。细化安排部署、

明确具体责任，也是为了确保任务按时

完成。但不注意方式方法一味给任务、

压担子，容易引发官兵厌烦心理，并不

利于调动积极性。与此相反，适当、及

时的肯定能使官兵获得极大的满足感，

有利于他们加深自我价值认同，进而在

内心产生正面积极的情感反馈—继

续努力、做得更好。

因此，要想持续激发官兵工作热

情，确保他们在压力面前有动力、艰难

时刻不松劲，鼓励激励必不可少。在

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各级带兵人要注

重发现工作积极向上、完成任务出色

的官兵，及时进行表扬和鼓励，营造主

动承压担当者吃香的良好氛围。同

时，也要结合部队任务实际，全程做好

工作跟踪问效和量化评估、讲评公示，

将官兵平时的工作表现与评功评奖、

晋职晋衔等涉及官兵切身利益的事项

挂钩，让大家完成任务有奔头、尝甜

头，最终形成从“要我干事”到“我要干

事”的生动局面。

善用鼓励激励，官兵会更“给力”
■李佳鹏 姜牮旗

基层之声

潜 望 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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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报修一台打草机，机关要
研究一个月吗？”
“打草机损坏也需要机关派人专

项解决？”
……
前不久，在东部战区海军某防空

旅，一场风波闹得沸沸扬扬，而起因
只是一台打草机。

上个月，机关就收到来自基层的
“求助”，要求解决打草机损坏问题。
相关科室不解，认为这完全能够由基
层自行解决，而基层单位则有自己的
一番“见地”：“以前就有因打草机修
理不善引起的安全事故，连队官兵不
是专业人员，今后万一出了问题，机
关又来追责。”

相争不下，官兵的议论越来越
多，很快引起了旅党委一班人的注
意。他们发现，类似的情况并不鲜
见，“事无不报”在部分基层单位似乎

已成一种习惯。经进一步了解，他们
感到，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竟
是去年就开始推行的一系列帮建措施。

去年，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
纲要》实施后，该旅对照《纲要》，推
行“一营一案”精准帮建举措，定期
派人赴基层听取收集困难需求，确保
基层矛盾问题实时掌握、帮建方法措
施跟进调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渐
渐地，事情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
基层反映的需求越来越多，事无巨细
均找机关解决，有时甚至出现“基层
坐着等待，还嫌机关太慢”的情形。

明明下放了职权，为何还需请示
机关？明明自己能解决的问题，为何
推给机关？

以此事为牵引，该旅党委深入探
究，找到问题症结：帮建措施过于笼
统，权责划分不够明确；机关明帮带
实替代，把指导当指挥，本该当“老

师”，实际却做了“保姆”；机关要求
不符合基层实际，基层有心自主作为
但怕被追责；部分基层主官不作为，
“等靠要”思想严重……

“机关基层皆有过，权责分清是
关键。”为此，该旅党委转变思路，
重新制订帮建措施。他们开出两份清
单：“机关职能清单”列明机关科室
职责，明确什么该统、什么该放，立
足帮建指导而非大包大揽；“基层权
力清单”明确基层营连权力，梳理出
基层自主建设近 20个方面内容，明
确基层能做什么、该做什么。

翻开该旅《机关为基层办实事计
划方案》征求意见稿，笔者看到，门
窗破损、水管老化等基层能够自主解
决的问题已被划掉，线路改造、老旧
训练器材更换、家属房设施整修等项
目被列入重点。鉴于某新成立单位人
员党务经验少，工作能力弱，机关依
托“党支部书记之家”专门安排人员
现地交流，“一对一”进行帮带。针对
年轻骨干能力素质较弱问题，营连立
足自身条件展开培训，通过“军职在
线”等平台和“以老带新”等活动，
帮助其快速成长……机关找准自己的
定位，基层明晰自建职责，上下齐心
共同发力，一个个问题得到解决。
“机关和基层一级有一级的责

任，各有各的担当。”该旅某技术保
障连指导员郑云告诉笔者，现在机关
布置任务、安排工作，都会提前了解
基层动态，充分考虑实际，坚持“帮
建”不“替建”，而基层也开动脑
筋，积极作为，在实践中提升自建能
力。“以前是机关管多了，基层有意
见；机关管少了，基层不满意，现在
两份清单进一步厘清了机关基层权力
职责界面，我们再不用为‘谁来负
责’扯皮了。”

东部战区海军某防空旅进一步明确机关基层各自权责—

两份“清单”同向发力
■张 达

身边故事
最动人

教育的主体是官兵，这不仅体现

在谁在听，也体现在谁在讲。近日,新

疆军区某红军团举办“强军故事会”，

把讲台留给官兵、把镜头聚焦官兵、把

话筒递给官兵，深情讲述身边人、身边

事，传递正能量，激发报国情。

军旅路上每段难忘的过往，都是

一次感动的交集。台上讲的是一个人

的经历感悟，也是台下每个人的成长

共鸣。

图①：列兵邢龙讲述班长刘思铭
在高原驻训期间战胜自我、坚守岗位

的故事。

图②：别看入伍时间不长，列兵杜
宇菲也有一肚子故事。

图③：平凡人、身边事、有真情，战
士在台下听得眼含泪光。

高 群、陈观杰摄影报道
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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