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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本怎么印

得不是很清晰？

你去找负责发放的聂

参谋，换几本回来。

我只负责发放，你

去问问王参谋吧。

我是按照现有人数印制

的，得请示股长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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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新疆军区某红军团下士
小李遇到一件闹心事，让他郁闷不已。

那天早上，全营组织实弹射击。
没想到，刚开始第一轮射击，小李肚子
突然疼起来。

忍着疼痛，他赶紧向班长报告。班
长听后，要求他去向排长报告。“上级在
靶场指导，实弹射击地域可不能乱跑，
你去请示一下指导员。”排长犹豫再三，
把他领到指导员身旁。“你能不能再坚
持一下，打完这一轮连长就回来了，跟
他也报告一下。”

一轮请示报告下来，小李额头大
汗淋漓。恰好这个时候，营长走过
来给大家强调射击要领，见小李表
情痛苦，便主动上前询问。得知情
况后，他当即同意小李赶紧去卫生
连就诊。

没承想，这次“不堪回首”的经历才
过去几天，小李又遭遇了类似的烦恼。

前几天，为方便官兵学习，机关特
意印制《军事理论》小册子下发基层。
刚领回连部，小李发现其中有几本印
得不是很清晰，立马向连长作了汇报。
“你去找负责发放的聂参谋，换几

本回来。”遵照连长指示，小李赶紧又
跑到机关，向聂参谋说明情况。“我只
负责发放，真不知道有没有多余的可
以调换，你去问问王参谋吧。”按照聂
参谋的说法，小李又找到王参谋。“我
是按照现有人数印制的，如果要换，我
得请示股长同意。”王参谋态度挺诚
恳，可一打听才知道，股长下连队检查
去了。

一番折腾下来，小李头晕目眩，有
苦难言。回到连队，他越想越困惑，便
在团强军网首长信箱里反映了这两段
经历。
“战士小李经历的都是不起眼的

小事，但办起来却为何这么难？”行政
例会上，团领导举一反三，形成共识：
专人负责、逐级请示并没有问题，但不
能将其作为事不关己、层层推诿的借
口，这样做不仅导致单位办事效率降
低，还会空耗战士的时间精力。

说在点子上，干到行动中。随后，
该团对照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
要》和相关法规文件，专门打出一套
“组合拳”：开展专题教育，引导各级干
部始终牢固树立基层至上、士兵第一
的服务意识；进一步规范机关办事流
程，取消不必要的材料申请和审批程
序，缩短办理周期，并在机关楼设立
“一站式服务平台”；实行工作“首接负
责制”，相关负责人不在位时，由本部
门其他机关干部帮助协调办理；鼓励
各级带兵人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凡是

自身职责权限范围内的事情要敢于决
断，不能推上诿下。同时，他们将机关
所有人员的业务分工和监督电话进行
公示，将为基层办事效率与服务态度
纳入监督范围，随时听取基层情况反
馈，对落实不力的部门和个人进行严
肃处理。

观念一变，新风扑面。近日，该
团上士黄玉璇去机关办理申请结婚
业务时，负责此项业务的陶干事恰好
有事不在，该股室李干事将申请表第
一时间呈领导审批，并开具《军人婚
姻登记证明》，一套流程走下来前后
不到半个小时。说起这件“高效暖心
事”，黄玉璇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
近期一次民主测评中，官兵对机关服
务基层满意率较去年同期上升 10 个
百分点。

战士遭遇闹心事，机关反思订措施。请看新疆军区某红军团
转变工作作风的一段经历—

“小事难办”，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高 群 张文铨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答

案莫衷一是，其中一种表述让人眼前

一亮：是从“想到”到“得到”的距离，因

为它们中间隔着“做到”。

编读上文，感慨于下士小李的有

苦难言，感佩于团里的立行立改。由

此联想到教育家朱光潜的座右铭——

此身、此时、此地。

此身，即凡此身应该做且能够做的

事，决不推诿给别人；此时，即凡此时应

该做且能够做的事，决不拖延到未来；

此地，即凡此地应该做且能够做的事，

决不等到想象中更好境地再去做。以

此为激励，在80多岁时，朱光潜依然干

劲十足地承担起《新科学》的翻译工作。

反观当下，有的同志在工作中遇

到矛盾问题，先盘算个人“小九九”，能

躲则躲，能推则推，能拖则拖，推诿扯

皮、敷衍塞责。凡此种种，不论借口多

么冠冕堂皇，理由多么天衣无缝，都反

映出精神上的懈怠、担当上的缺失，当

然这其中也有激励约束制度机制不够

健全的问题。

顺境逆境看胸襟，大事难事看担

当。改革强军浪奔浪涌，我们必须对

照自身岗位要求，自觉挑起重担，面对

困难敢冲锋、面对风险能挺身、面对失

误勇担责，做事无私无畏、遇事敢做敢

当，立足“此身此时此地”干事业，只争

朝夕、砥砺奋进谋打赢。

回到文中结尾，上士黄玉璇经历的

“高效暖心事”让我们认识到：把基层官

兵放在心上就是把强军兴军放在心上；

机关的好形象就是在解决好一个个小

事、办好一件件实事中赢得的；告别推

诿扯皮的“离心力”，才能迎来各项建设

的“加速度”。如此，才能让“空跑”成为

过往，让“高效”形成常态，让“想到”和

“得到”之间的距离不再遥远。

告别推诿“离心力”迎来建设“加速度”
■张磊峰

这几天，闷闷不乐的新战士小陈脸
上终于有了笑容。在上周五连队组织的
5公里武装越野比武考核中，他因为表
现出色荣登连队“龙虎榜”。看着他的变
化，我悬着的心也放下了。透过小陈的
变化，我明白一个道理：批评战士前，先
要弄清原委。

一个月前，如同持续攀升的气温
一样，连队官兵的训练热情不断高
涨。可我发现，新战士小陈总是一副
心不在焉的样子。小陈是我一手带出
来的兵，平时训练嗷嗷叫，各方面素质
很突出。“这是怎么了？”意识到小陈肯
定有心事，但当时我手头一忙，就把这
事儿抛之脑后了。

没过几天，小陈又在哨位执勤时无
精打采，被机关通报。我赶紧主动找他
谈心，可他的回复始终是软塌塌的两个
字——“没事”。“这分明是在搞‘软抵抗’
嘛！”我有些生气，心里憋着一股火。

紧接着，连里组织列兵 400 米障碍
考核。轮到小陈时，只见他磨磨蹭蹭
通过每一个障碍，慢吞吞地跑到终
点。“思想严重滑坡，怕苦怕累，对待考
核敷衍了事。”考核后，我便对他进行
了一次严肃批评教育。在劈头盖脸的
责备声中，小陈始终红着脸低着头，双
肩微微颤抖。

发完火后，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好好一个苗子，咋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直到小陈的班长主动找我汇报，我才明
白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前段时间，小陈因母亲生病
住院，情绪十分低落。而上次考核时，
他之所以没有尽全力，一方面是心情原

因，另一方面也因为腿部有伤。他不想
被误会，就没跟任何人说，忍着疼痛参
加了考核。

听完这些，我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失
误：最初发现小陈无精打采的时候，我
作为指导员没有想到第一时间靠上去
了解情况，也没有给他家里打个电话，
而是一味地责怪训斥。我们平时总说
要把战士冷暖放在心上，绝不是有个姿
态就够了，而要从关心战士成长进步、
思想困惑、家庭困难等细节做起，经常
到班排了解情况、摸清底数，与战士想
在一起、干在一块。

当晚，我找到小陈谈心，并跟他的父
母通了电话。小陈现在重新焕发活力，
但我每次看到他都会提醒自己：作为基
层带兵人，以后遇到战士表现反常，一定
要及时靠上去。
（林佳裕、本报特约通讯员 徐明章

整理）

批评战士前，先要弄清原委
■第73集团军某旅支援保障二连指导员 吴浩山

前不久，某部依托互联网开展

自主教育，丰富的教育资源、新颖的

组织形式，很快激起了官兵们的学

习兴趣。然而，在教育过程中，少数

官兵并未紧扣教育主题深入学习思

考，或阅读网络小说，或看网络直

播，甚至还有的沉醉在“游戏天地”

自娱自乐……

这些虽只是少数官兵的行为，但

必须引起高度警惕。近年来，随着部

队信息化建设飞速发展，依托网络平

台开展教育已非常普遍，也取得了不

俗的成效。但在实践中，有的单位存

在官兵自主学习娱乐多，思想引导、

交流互动少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弱化

了网络教育功能。

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客观上虽

与教育者的施教能力有关，但深层次

反映的则是网络教育的娱乐化倾

向。调查发现，作为部队主体的 90

后、00后官兵，入伍前都接触过网络，

相当一部分更是网络“原住民”、网游

“发烧友”。在开展网络教育中，如果

组织引导不当，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

的效果。

毋庸讳言，网络本身具有的娱

乐功能，以其时代感、互动性、轻松

活泼等特点，受到许多年轻官兵的

欢迎喜爱。对此，作为部队教育管

理者，一方面应正视网络的娱乐功

能，将其巧妙糅合到网络教育中，以

此提升教育的吸引力和官兵的参与

度；另一方面，在实施网络教育的过

程中，还应避免出现官兵自娱自乐、

把自主教育当作放松消遣的倾向。

笔者认为以下方法可资借鉴：一是

不断完善相应的管理办法，通过建

章立制规范和治理军营用网形式；

二是实施分类教育，针对不同官兵

特点，因人而异制订教育方案；三是

定期对基层施教者开展专题培训，

帮助其树牢互联网思维，提升科学

运用网络开展教育的能力水平。

简而言之，事物都是对立统一

的，具有两面性、甚至多面性。用好

互联网，或者说用好网络的娱乐功

能开展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我们还

可以大有作为。

网络教育要加强组织引导
■任 剑 李佳鹏

粤东某海域，抢滩正急。一辆战车
突然抛锚，登陆舰泛水出口瞬间被封，
故障原因无法查清，车组人员心急如
焚。只见此时，一道黑瘦的身影一头扎
进车内，精准找出故障、迅疾处置，仅 10
分钟就让战车重启。

此人名叫刘如桥，是第 74 集团军
某旅装甲车电气维修技师，也是战友们
交口称赞的“铁甲医师”。

有人可能觉得，时间造就“老师
傅”，与这些铁家伙、大块头朝夕相处，
和一身沾满机油味的班长们混在一
块，日积月累就能练就绝活。

嘿！那可不尽然。懂行的老兵都
说，要想危急时刻显身手，不仅要吃得
苦中苦，还得开动脑筋钻进去。

刘如桥就是这样一个有心人。在
长期的实践中，他发现车载某型操纵控
制器故障率较高，但缺乏有效的检测手
段，每次出现故障，检测排修复杂、耗时
较长，于是便萌生了自己设计一个检测
仪的想法。

说干就干。刘如桥白天拜专家为
师，晚上以工作室为家，学电路、背代
码、编程序，集中攻关近半年，从第一款
模型出炉到最终产品定型，修改了 20
余次设计方案，最终成功研制出该型控
制器便携式检测仪，将平均排障时间缩
短近 1个小时，并以此申报了全军科技
进步奖。

除此之外，刘如桥先后参与研制各

类维修辅助设备 13种，其中“某步战车
端联器拆卸工具”“水上油路检测设备”
均已被其所在战区陆军立项。

入伍 10 余载，20 多万字的维修笔
记、6000多次排障经历，让刘如桥既能
靠专业基础“一力降十会”，又能借创新
攻关“一巧破千斤”。

如今，拆卸分解、清洗上油……这
些在别人看来无需“技术大拿”上手的
脏活累活，刘如桥仍旧抢在前面去
干。面对战友们“歇一歇”的善意劝
说，他总是憨憨一笑：“不干这些我心
里痒痒”。

这，也许就是刘如桥走向成功的秘
诀吧。

一句话颁奖辞：烈火之下炼真金，

危急时刻显身手。没有日积月累的孜

孜以求，怎能有厚积薄发的出手不凡？

第74集团军某旅装甲车电气维修技师刘如桥—

“铁甲医师”巧攻关
■王 涵 梁龙飞

值 班 员：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侦察营

营长 李庆昆

讲评时间：3月26日

最近，全营展开单兵专业课目训
练，我高兴地看到，同志们热情高涨，铆
足了劲争先创优。但私底下我也听到
个别成绩相对落后的同志抱怨：训练中
付出的努力与取得的成绩不成正比，感
觉有些灰心，还不如省省力、歇歇脚。

付出努力得不到“立竿见影”的
回报，心态有些起伏可以理解，但若
因此丢了进取心而自暴自弃，是绝对
不可取的。大家要认识到，凡事都有

规律，心急是吃不了热豆腐的。训练
成绩的提升，本身就是一个循序渐进
的过程，短期内难以取得明显的进步
是正常现象。

同志们，提升训练成绩重在“使长
劲”，尤其相对落后的同志，更应该拿出
燕子垒窝、老牛爬坡的恒心韧劲，下苦
功夫练好“规定动作”，盯着自己的短板

弱项专攻精练，不断蓄力、厚积薄发。
下一步，营里将区分专业、层级成

立结对帮带小组，采取荣誉激励措施，
营造“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帮助训
练成绩暂时落后的同志增强信心，迎头
赶上。只要大家有信心、有行动，就一
定能够实现“弯道超车”。

（常皓博、陈佩琪整理）

提升训练成绩重在“使长劲”

带兵人手记

提高军队网络教育质量效益

小 咖 秀

清明节前夕，武警江西总队南昌支队组织官兵来到方志敏烈士墓前，缅怀

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图为该支队在现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张可煜摄
缅怀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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