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点整点，

放松一下。

今天可是工作日，

不能喝酒！

制图：扈 硕

《关于严禁违规宴请喝酒的规

定》中，“一个不准”“十一个严禁”以

更加细致严厉的措施，刹酒气、正风

气，赢得军内外一片叫好，禁酒之令

正逐渐深入兵心。

从当兵的能喝酒，到当兵“禁

喝酒”，这一步有些漫长，但强军可

期，必须迈开这一步。《酒谕》有言

曰：“后世耽嗜于酒，大者亡国丧

身，小者败德费事。”违规宴请喝酒

对个体来说，伤害的是健康，就部

队建设而言，损害的是风气。随着

“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提，

可以可以”等不良“酒桌文化”悄悄

潜入军营，个别官兵杯酒下肚、制

度全无，触犯了原则底线、助长了

歪风邪气，久而久之，上嗜酒下附

和，垮了纲纪、坏了风气。“禁酒令”

的出台之所以赢得官兵叫好，背后

是官兵摆脱不良“酒桌文化”的轻

松愉悦。

酒在战场上的危害不可小觑。

三国混战，典韦醉酒丢双戟、张飞醉

酒失徐州、淳于琼醉酒失乌巢。甲

午战争，威海之战的紧要关头，“来

远”“威远”两舰管带竟上岸饮酒嫖

妓未归。日俄战争，俄海军少将亚

历山大·亚历山得罗夫在战争的关

键阶段因醉酒而造成指挥失误，其

所率部队被笑称为“被伏特加打败

的军队”。军人远离酒精，军队方能

走向胜利。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一切工

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

仗、打胜仗聚焦。当前，我国正处

在奋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关键

期，需要全军上下不遗余力、锐意

进取，快马加鞭、抓紧快干。部队

是要打仗的，嗜酒其根本危害是部

队战斗力建设。现代战争样式对

人员素质要求越来越高，更加需要

官兵具备清醒的头脑、强健的体魄

和全面的素养，推杯换盏无益于备

战，吃喝玩乐打不赢战斗。一味沉

溺饮酒宴请，花在应酬投机上的心

思多了，放在精武强能、备战抓建

的精力自然就少了，如此耗费的不

仅是个人时光前程，也会错失部队

发展机遇。

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是治军带

兵的铁律，也是建设强大军队的基

本规律。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酒对

部队建设发展、战斗力生成带来的

巨大危害，拿出“宜将剩勇追穷寇”

的决心，抓住“禁酒令”的执行落地，

严格落实制度、从严惩戒问题，把违

规饮酒作为不能触碰的高压线，一

座军营一场仗，一仗接着一仗打。

做到教育管理从严、执纪问责从严，

步步为营、久久为功，真正做到谁碰

谁流血，彻底铲除滋生问题的土壤，

遏制违规违纪宴请饮酒的势头，纠

正长期形成的不良习气，培塑新风

气、提升战斗力，为早日实现强军目

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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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味”的酒文化影

响军队战斗力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酿酒的国家之
一，考古研究发现，在氏族社会末期，由
于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力得以提高，
农业产品有了剩余，酒随之出现。

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和一些腐朽
思想的影响，一段时间以来，违规宴请
饮酒在一些官兵中屡禁不止。感情酒、
关系酒名目繁多，酒成了衡量感情的尺
度、笼络人心的利器，甚至衍生了“酒情
就是感情、酒风就是作风、酒量就是胆
量、酒场就是战场”的戏言俗语；以喝不
喝酒、喝什么酒、喝多少酒作为衡量礼
节是否周到、接待是否热情、感情是否
深厚的尺度；以喝酒多少作为检验一个
人为人直不直、能力强不强、胆量大不
大、血性有没有的标准。

有的官兵把酒作为拉关系、办事
情、交朋友的“敲门砖”，借酒公关、借酒
铺路、借酒传情、借酒谋私。少数官兵
动机不纯，认为平时多在一起吃喝广交
朋友，日后有事众人帮助，把吃喝作为
一种“长期投资”：有的逢年过节三五好
友要“一起聚聚”；有的过生日、家属来
队要邀战友上饭店“风光风光”；有的碰
到不常见面的老乡也要上酒店“意思意
思”；也有的受到帮助就以酒酬谢“略表
寸心”；还有的官兵受到“来而不往非礼
也”的传统道德影响，被动地参与进来，
相互宴请吃喝……在这“变味”的酒文
化的作用下，违规宴请不仅导致了“舌
尖上的浪费”“酒桌上的腐败”，还给部
队安全和战斗力建设带来严重危害和
影响。

新征程要求军人走

出饮酒误区

军人血性是通过思想教育强化、
军事训练锤炼、日常养成打造、强军
文化培养、制度建设激发出来的，永
远不可能在觥筹交错中产生。如果
一支军队要靠酒精的麻痹激发出冲

锋陷阵的血性，那这支军队注定要吃
败仗。长征途中，我军指战员连吃饱
饭都困难，更不要提有酒喝，但他们
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翻雪山、过草
地，把艰难困苦踩在脚下，以压倒一
切敌人的英雄气概顽强战斗，创造出
17 勇士强渡大渡河、22 勇士飞夺泸定
桥等一个个奇迹。

随着国防科技的发展，战争胜负
与先进武器装备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操作使用这些装备，需要官兵反应敏
捷、思维清晰。而饮酒则会降低人在
这方面的能力，喝酒才能打胜仗纯属
拙劣的借口。

在物质生活和信息文明高度发达
的今天，作为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
团，新时代的军人在饮酒这个问题上，
必须具有与身份地位相符的清醒认
识，必须具有与使命责任相称的规范
和举止。
“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吐

血”。酒桌上，好像不喝酒，战友之间就
没有感情，只有喝吐血才是真朋友。然
而，以酒交友交不到挚友，以酒论情论
不出真情，“有酒有肉朋友多，落难何曾

见几人”。交朋友靠的是互相尊重、共
同进步，以酒论友，不但得不到知己，还
易破坏正常关系。

酒有时能缓和气氛，利于交流沟
通，有的官兵就信奉“酒杯一端、政策放
宽”的处世“哲学”。然而，酒的作用是
有限的，对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者可能
奏效，而意志坚定有责任感的人，是不
会拿制度规定做交易的。更何况，酒桌
之上酒酣耳热，拍胸脯、打包票，振振有
词，言之凿凿，但事后却往往没有下文，
徒添烦恼。

有的官兵把“何以解忧，唯有杜
康”，当作座右铭，殊不知“借酒消愁愁
更愁”。借酒精的刺激作用来麻痹自
己，不但无济于事，还可能断送前程。
而亢奋时饮酒，常常是酒不醉人人自
醉，往往因把握不住度而失控，得意忘
形乐极生悲。

纵观酒后百态，常常是酒后失言、
酒后失控，甚至酒后失德、酒后违法犯
罪。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要时刻
牢记肩负的使命职责，坚决抵制和克
服庸俗落后的酒风影响，杜绝违规宴
请喝酒。

禁酒令彰显从严治军

在我国历史上禁酒十分普遍，周王
朝以王命的形式颁布《酒诰》，严禁臣民
酗酒，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以法令形式禁
酒的先河；汉文帝刘恒颁布了“三人以
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的律令；明宣宗
也在《酒谕》中说：“后世耽嗜于酒，大者
亡国丧身，小者败德废事。”

近年来，少数官兵为贪一杯之欢，
留下终身遗憾，教训十分深刻。

为深入贯彻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思
想，切实加强部队作风纪律建设，营造
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近年来，人民军
队迈出了控制饮酒的坚实步伐。

空军早在 2008 年 8 月就率先颁发
“禁酒令”，2016 年 4 月，再次对饮酒做
出刚性约束。如今，“滴酒不沾”已在
空军部队形成共识，“禁酒令”不仅得到
了社会的广泛认同，还得到了官兵的真
心拥护。空军基层官兵纷纷点赞，认为
“禁酒令”的施行，办了一件他们想办而

难办的事，说了他们想说而说不出的
话，解决了他们想抓而无法抓的问题，
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与官兵内心的真
实意愿。

空军是如何做到令行禁止的呢？
“就是对违规饮酒‘零容忍’！”空军参谋
部部队管理局管理指导处处长袁锴
说。“禁酒令”颁布后空军各级建立即报
即查机制，机关设立举报电话，24小时
受理官兵和群众举报，有报必查，违规
必究；单独驻防的连以上单位营门，配
备酒精检测仪，卫兵对出入营区的官兵
和车辆进行检查。同时，他们在全国各
地指定 55个检查“禁酒令”责任单位，实
行分区划片、直报快报。近两年，他们
平均每年组织“禁酒令”检查纠察 2万次
以上，着力纠正可能导致违规饮酒的倾
向性问题和苗头，督促各级各类人员始
终严格落实“禁酒令”。
“执行之初，还是有不少人犹豫观

望，落实起来搞变通打折扣的。”袁处长
告诉记者，为尽快遏制住不良酒风的蔓
延，他们真抓实办，敢于较真碰硬，多人
因违规饮酒，受到降职、降衔、降级处
理，单位领导因对部属教育管理不严、
失职渎职受到纪律处分。
“禁酒令”的落地生根，减少了各级

领导干部的迎来送往、喝酒应酬，让他
们能够集中精力抓工作提效率保质量；
减少了酒桌上的花费，更多的经费投向
练兵场，加快了战斗力提升速度。一位
团领导颇有感触：“禁酒令”让他从推杯
换盏的无聊酒局中解脱了出来，有更多
时间投身到练兵备战中去。

空军参谋部部队管理局局长王利
民说，现在军委颁发了更严更细更高标
准的“禁酒令”，是贯彻落实习主席关于
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指示要求
的具体举措。空军将继续坚持思想教
育从严、落实规定从严、执行纪律从严，
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意志，以
强有力的执纪问责，推动军委“禁酒令”
在部队贯彻执行，切实维护命令指示和
制度规定的严肃性权威性。

严军纪，让违规宴请喝酒无处遁形
■本报记者 熊华明

9 月底，中央军委办公厅
向全军和武警部队印发《关于
严禁违规宴请喝酒的规定》，被
网友称为“史上最严禁酒令”；
10月 26日，国防部例行记者会
上，新闻发言人任国强表示，下
一步，将围绕贯彻落实十九大
精神，着眼全面从严治军，坚决
根除违规宴请喝酒问题。新形
势下，违规饮酒已不仅是作风
管理上的“小毛病”，更成为从
严治党、正风肃纪的重要内容。

写 在 前 面

“小张同志，‘禁酒令’举报
箱中有一封举报信，举报你们小
卖部出售啤酒类饮品，今天过来
检查，请你配合。”前不久，中部
战区空军某场接到举报信，并立
即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实地检
查。经核实发现，被举报的是一
种啤酒风味饮料，不含酒精成
分，可以正常出售。这是该场站
严格落实“禁酒令”的一个场景。

今年以来，该场始终将从
严执行“禁酒令”摆在重要位
置，常抓不懈。他们通过设立
警示教育室、印发“禁酒令”漫

画书、制作禁酒教育视频、在政
工网开设禁酒论坛等方式，教
育官兵认清饮酒不仅对部队形
象造成损害，也对官兵个人的
成长进步、家庭幸福及生命财
产造成重创，引导官兵自觉增
强对酒精的抵制力。

与此同时，他们紧紧抓住
各级主官这个“关键少数”，坚
持军政主官负总责，从常委班
子抓起、从机关严起、从主官做
起，率先垂范、以上带下，坚决
杜绝“天窗”和“暗门”。为防止
发生违反“禁酒令”问题，场站

纪委逐个约谈相关人员，逐人
签订《从严贯彻执行“禁酒令”
保证书》，激励全体官兵互相监
督，及时发现解决倾向性问题，
把防止违反“禁酒令”的问题控
制在第一道防线。

为确保“禁酒令”在末端落
实，该场站禁止营区内超市、服
务社等出售酒精类饮品。同时，
他们还在营门、车场设立酒精检
测站，对进出人员、车辆进行酒
精检测，夜间机关查铺查哨携带
酒精检测仪对重点岗位和重点
人员进行不定时突击检查。

中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多措并举执行“禁酒令”

扎牢禁酒“铁篱笆”
■李文权 张宏生

军委印发《关于严禁违规
宴请喝酒问题的规定》以来，东
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从严执
纪、铁律铁抓，管控到所有时
段、落实到每名官兵，坚决消除
禁酒“盲区”。
“禁酒没有‘特殊时段’，从

严执纪决无‘局外之人’。”旅领
导介绍道，针对节假日期间官兵
休假、家属来队人员增多的实
际，他们与休假官兵逐人签订禁
酒承诺书，建立家庭联络责任
制，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确保
官兵时刻都在组织教育管理之

中；派出多个专项工作组，深入
驻海岛、高山雷达站为来队家属
讲清法规、澄清利害，并在食堂、
来队家属房等场所设立禁酒警
示标语，引导家属理解禁酒。

与此同时，出入该旅营区，
从党委常委到普通官兵，无一例
外都必须接受“酒精检测”。他
们率先从党委机关严起，在营区
内分片区设立禁酒监督员，定期
对车辆后备厢、干部宿舍等进行
抽查，确保各场所、全时段不存
酒、不饮酒；在营区周边餐厅、酒
店安排禁酒巡查哨，杜绝机关干

部营区外私自饮酒、聚众饮酒等
违规行为；与当地交管部门建立
协作机制，邀请执法部门领导为
军车驾驶员宣讲授课，积极吸纳
地方禁酒管控经验。

雷达部队基层单位分散，
机关在管控上往往存在“看不
到”“够不着”等问题。为此，他
们为所属独立驻防单位全部配
备酒精检测仪，并通过视频点
名、突击检查等方式加大管控
力度。确保以全覆盖、零容忍
的高压态势，织起密不透风的
禁酒“防护网”。

东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从严执纪消除禁酒“盲区”

织起禁酒“防护网”
■梅 俊 程海南

“禁酒令”出台后，空降兵某旅第

一时间组织传达学习，通过各种方式

防止和纠治违规宴请饮酒问题，不断

强化官兵纪律意识，确保“禁酒令”在

末端落地生根。图为营门卫兵对出

入营门的军车驾驶员进行酒精检

测。 王海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