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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战争节奏快、消耗大、空间
广，要求国防动员需求提报信息化，以
充分发挥国防动员潜力，提高动员效
率，满足战争需要。

推进国防动员需求提报数字化建
设。国防动员需求提报数字化，是国防
动员需求提报信息化的基本前提和必
要条件，而国防动员潜力统计调查，又
是推进国防动员需求提报数字化建设
的基础性工作。应以搞好动员潜力统
计调查为突破口，通过设计科学合理的
指标体系，借助计算机软件系统、通信
系统、传感器系统、定位系统和模拟系
统完善动员潜力统计核算体系，加快统
一数据编码，大力推进数字化建设，为
国防动员需求提报信息化奠定良好的
基础。

推进国防动员需求提报网络化建
设。国防动员需求提报网络化，是国防
动员需求提报信息化的平台和物质基
础。国防动员需求提报网络化建设的
推进，应以强有力的国家信息化基础设

施为支撑，充分利用国家信息基础设
施，采取自建、搭建、结建等有效办法推
动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共建共用，从而加
快国防动员需求提报信息平台建设。
同时，坚持以军地通用装备为延伸手
段，建设军地联络线路，促进通信卫星、
数据传输线路、电子计算机、国防动员
潜力资源数据库和智能化辅助决策体
系之间的有效连接，逐步达到纵向贯
通、横向相连、运转协调。

推进国防动员需求提报智能化建
设。国防动员需求提报智能化，是动
员需求提报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拓展与
延伸。国防动员需求提报智能化有赖
于各类微电子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
网络技术和软件技术等信息技术的突
破和发展，而当前我国集成电路、自主
可控关键装备、系统软件和关键应用
软件等自主发展能力、自主创新能力
不强，相关的核心信息技术和关键装
备主要依赖进口。因此，必须加强政

策引导和科研攻关，加快建立完善包
括动员需求提报传输网络系统、办公
自动化系统、潜力数据库系统和智能
化辅助决策系统在内的应用信息技术
体系，加速推进动员需求提报智能化
发展的步伐。

推进国防动员需求提报精准化建
设。国防动员需求提报精准化，是国防
动员信息化建设发展的基本目标。当
前，加强动员需求提报信息应用规范和
技术标准建设是实现动员需求提报精
准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应按照通用化、
标准化、系统化、模块化的要求，逐步统
一动员需求提报信息平台建设要求和
软件标准，特别是要加紧完善信息应用
的技术规范和标准，明确接入协议要
求，促进网络互联互通、系统互为操作
和信息共享。同时，要加快制定各种动
员资源地理分布、物品编码等基础信息
的标准，规范军队和地方动员相关信息
的分类和编码，加紧研究军地信息设施

设备的各类技术接口，逐步实现军标和
国标的协调统一，从而实现动员需求和
动员供给的精准对接。

推进国防动员需求提报安全化建
设。国防动员需求提报安全化，是国防
动员需求提报信息化的重要保障。鉴
于当前信息安全领域内计算机病毒、网
络攻击、网络窃密等问题突出，要充分
依靠我国自主研发的各类信息安全技
术，加强密码技术的开发利用，采取增
设保密终端、信道加密等安全保密措
施，切实解决信道和终端信息安全问
题。同时，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信息安全
等级保护制度，建设和完善动员需求提
报信息安全监控体系，加强网络安全防
护和监督，堵塞系统漏洞；加强对涉密
终端和信息化工作人员的教育、监督和
管理；加强动员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工
作，完善信息安全应急处置预案，组织
必要的信息安全应急演练，逐步提高动
员需求提报的信息安全水平。

加速动员需求提报信息化建设
■胡海洋 付海鹏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

盾的有力武器，也是保持党的肌体健康

的重要途径。“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

同志曾把自己比作一把“鸡毛掸子”，在

《拂拭与蒸煮》一文中，谢老对鸡毛掸子

作了这样的描述：“壁镜挂久了，不大明

亮，以为原来如此，偶把鸡毛掸子一触，

发现一道光明，你就知道不去拂拭是误

事的。”他由衷地称赞这小小“什物”作用

不小，若能经常用它拂拭桌椅上的灰尘，

则窗明几净。谢老生动的比喻，朴实的

话语，道出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

大意义，至今仍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批评和自我

批评，从本质上讲，是人的成长完善、事

业不断进步的内在需求。革命战争年

代，毛泽东不忘找党组织汇报思想，周

恩来把党小组的批评意见记在本子上

加以改正，彭德怀每月总要抽出半天时

间检查反思。在老一辈革命家的大力

倡导和身体力行下，批评与自我批评作

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成为我们党

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正

如朱德同志所说：“不敢进行批评与自

我批评，算什么共产党员？”

尤其是，面对酒色名利的诱惑、庸俗

关系的腐蚀和歪理邪说的袭扰，党员干

部如果不能及时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柄

“鸡毛掸子”拂拭心灵的尘土，就很可能

产生这样那样的私心杂念，把夹杂着自

由主义、分散主义、好人主义、个人主义

色彩的现象视为正常，把不讲纪律、不守

规矩、吹吹拍拍的庸俗习气看作潜规则，

进而发展到放弃原则、迷失信仰，积小欲

成大贪，最终自食苦果。“不怕念起，就怕

觉迟。”每名党员干部只有带头弘扬批评

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主动“打扫思想

灰尘、祛除不良习气、纠正错误言行”，才

能永葆共产党员政治本色，不会因小节

不自律而生大害。

常用“鸡毛掸子”拂拭尘土，关键是

要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观于明镜，则

瑕疵不滞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

乎身。”党员干部要严格遵守党章党规，

坚持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党的组织生

活，带头落实“三会一课”、民主评议党

员、思想汇报等要求，“戒骄戒躁，毋怠

毋荒”，做到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

责。要从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增强党的

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推动党的事业

不断前进的良好愿望出发，自觉养成

“凡事不能太舒服”的习惯，积极主动地

接受党内监督，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与

自我批评，点准穴位，戳到麻骨，从而增

强政治觉悟，提高政治水平。

常用“鸡毛掸子”拂拭尘土，根本是

以正确的认识排除干扰。谢老曾经提出

共产党员要学会“自讼”，学会自己“跟自

己打官司”。想“打赢官司”、战胜自己并

不容易。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对自己

铁面无私，多一些“自讼”，少几分“自

颂”,防止和克服“刹车踩不到底”的惯性

思维、“走一步看一步”的观望心态、“人

家都这么干”的从众心理、打“擦边球”的

侥幸之心，做到既老实干事，又干干净

净。要经常检讨自我，注意防微杜渐，切

实通过不断的自重、自省、自励、自警，洗

涤思想，净化灵魂，起到“除尘”“过滤”作

用，消除“灵魂深处的毒气和鬼气”，始终

保持清醒头脑，树立良好形象。

大力发扬“鸡毛掸子”精神
■姜宠泽

10月1日，神州大地座座军营再次

响起那熟悉的作息号，向全军官兵下达

日常作息指令。从1927年建军伊始，军

号就与人民军队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伴

随着人民军队由弱到强，聚集了人民军

队诸多宝贵精神财富。这次司号恢复和

完善工作在强化号令意识、传承红色基

因、正规部队秩序、营造备战打仗氛围的

同时，必将使战斗精神这一人民军队的

“符号”更加鲜明光亮。

司号是世界各国军队进行通信联

络、实施正规化管理、鼓舞军心斗志的

传统手段。司号虽不是什么先进的武

器，但对于人民军队来说，能够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可以毫

不夸张地说，司号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从许多经典战争剧中可以看到，通常一

到战情最关键、战况最胶着、敌我双方

最疲惫的时候，我军就会有一位英勇的

司号员挺身而出，拿出铜军号，鼓足腮

帮，昂头吹奏。随着嘹亮军号声的响

起，我军官兵就获得了无穷的精神动

力，冒着枪林弹雨，勇往直前地冲向敌

人阵地，成为敌人最大的梦魇。正如曾

长期担任司号员一职的老红军段克礼

讲的那样，“嘹亮的冲锋号一响，不仅能

起到发布命令的作用，还能鼓舞士气，

震慑敌人。”

与人民解放军交过手的各国军人，

对我军的冲锋号都不陌生。抗美援朝时

的“联合国军”兼远东美军总司令李奇

微，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冲锋号就有过

这样的描述：它是铜制乐器，能发出刺耳

的声音，战场之上，她仿佛非洲的女巫，

吹出魔笛之音，只要她响起，中国军人便

不要命的扑向我军，我军总被打的如潮

水般溃退。可见，美军对冲锋号的声音

有多么刻骨铭心。在朝鲜战场上，冲锋

号就曾多次帮助志愿军扭转战场形势，

甚至还出现过吹响冲锋号，7个人吓退

英军一个营的战例。

那是1951年 1月3日，抗美援朝第

三次战役打响，志愿军 39军 116师 347

团 7连负责坚守釜谷里，阻击南逃之

敌。由于釜谷里是扼守汉城的交通要

道，战略位置极其重要，英军为打通南

逃之路，纠集一个营的兵力，在飞机大

炮的掩护下，向釜谷里高地发起猛

攻。防御工事还没来得及修完的7连，

在敌人连番轰炸下伤亡惨重，最后只

剩下司号员郑起和 6名战士。面对英

军一个营的兵力，这是一场看似必输

无疑的战斗。

在敌我力量悬殊且弹药即将耗尽

时，郑起对着汹涌而来的英军吹响了冲

锋号，6名战士则喊着杀声冲向英军人

群。见此情形，原本占有绝对优势、距

我军阵地只有20米的英军，却鬼使神差

地掉头就跑，四散逃窜。此后志愿军援

军赶到，才巩固了釜谷里高地。全连7

个人，吓退英军一个营，创造了战史上

的奇迹。

然而，随着战争形态的演进，军号在

战争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我们很难

想象，在一个战场透明化、超视距打击、

发现即摧毁的秒杀年代，还有多少可能

出现司号员吹奏冲锋号、军人闻令冲锋

陷阵的场景？今天，我们恢复和完善司

号制度，不是要重新勉强发挥军号在指

挥通信方面的功能作用，而是为了传承

红色血脉，尤其是传承军号背后蕴藏的

那种革命年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

战斗精神，这种精神依然是我们克敌制

胜的法宝。

朝鲜战争中，美军始终不明白，想不

通为什么志愿军听到冲锋号就奋不顾

身、一往无前。毛泽东给出了这样的答

案：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钢

多气少”，而我们是“钢少气多”。这个

“气”，就是人民军队特有的战斗精神，就

是“机智、勇敢、不怕死”的血性胆气。靠

着这种“无形的利剑”，人民军队以高敌

一筹的血性胆气弥补武器装备的不足，

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强敌，取得了一场又

一场胜利。

未来信息化战争，武器杀伤力更大，

作战节奏更快，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战机

稍纵即逝，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成为厮

杀一线，战争越来越残酷，也越来越考验

军人的心理素质、战斗意志和应急反应

能力。战争对军人血性胆气的要求不是

降低了，而是更高了。无论什么时候，血

性胆气都是军人的脊梁，是胜利的基因，

是锻造战斗精神的支柱，需要一代代革

命军人传承下去。

激昂军号永难忘，铁马冰河入梦

来。那让老兵们魂牵梦绕的军号，终于

又重新被“征召”，回到了解放军队伍

中。在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中，我军官

兵将伴着嘹亮的军号，传承好红色基因，

发扬好优良传统，保持昂扬的斗志和一

往无前的战斗精神，为实现中国梦强军

梦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

恢复司号制度
传承红色血脉

■吴玉波

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实现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的必然选择。
省军区（警备区）作为军民融合的协调
部，贯彻落实好这一国家战略，必须站
上政治高位、把准职能定位、突出任务
摆位、瞄准目标方位，抢抓机遇、乘势
而上，努力开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新
格局。

着眼“站上全局”高

位，把融合思想立起来

融合重在统思想，也难在统思想。
军民融合参与主体多元，涉及利益多
方，当前又处于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转
化的过渡阶段，尽管总体上已作出“步
入提速增效的快车道，基本具备了走得
好、行得远的基础”的重大判断，但仍面
临诸多现实矛盾和问题，仍有大量的
“思想坚冰”要破、“利益壁垒”要拆、“条
块门槛”要除。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是一项利国利军利民的大战略，军地双
方要强化大局意识，树立一盘棋思想，
要自觉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
高度思考问题、推动工作。这迫切需要
各级提高全局站位，用军民融合战略统
一军地双方的思想和行动。

以“强国梦”愿景凝心聚力。一方
面，要引导各级深刻认识到，实现大国
崛起，必须把“两个轮子”都转起来、“鸟
之两翼”都扇动起来，实现经济建设和
国防建设双赢共进；提升大国治理能
力，必须统筹好经济资源和军事资源，

打破低效固化的“军地二元体制结构”；
积蓄大国竞争优势，必须紧跟世界潮流
和军事变革要求，靠深度融合赢得制胜
未来的战略主动权。另一方面，更要引
导各级深刻认识到，军民融合作为国家
战略，推进顺利与否事关伟大事业兴
衰、事关强国梦想实现、事关人民群众
福祉，军地必须站在国家战略、党的意
志和统帅号令的高度上坚决贯彻执行、
不折不扣落实。

以“大国防”观念凝心聚力。兵法
有云：“善集大成者，赢”。在当前我国
由大向强、将强未强的关键阶段，承受
的外部压力、面临的内部矛盾越来越
多，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
挑战不断涌现，同时厚实经济发展和
国防建设根基的任务越来越艰巨。必
须牢固树立国家整体安全观，靠“大国
防”观念来进一步凝聚国家意志和全
社会力量，通过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
途径，着力构筑集政治、国土、军事、经
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生态、资源
及核等 11 种安全于一体的“大安全体
系”，真正使“国防是全民国防”“国防
观念是大安全观念”“尚武精神是全社
会导向”，真正使融合发展建立在军地
高度自觉、军政高度团结、军民高度一
体的基础上。

以“强军梦”追求凝心聚力。推动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深化国防和军
队改革的三大任务之一。国防动员系
统贯彻军民融合全新战略部署，理应
瞄准排头、当好先行。要进一步强化
抢抓机遇意识，充分看到国家创新发
展为军民融合带来新的历史机遇，顺
势而为，进一步强化主动作为意识，充
分看到省军区（警备区）联通地方的独
特优势，写好军民融合这篇“大文章”
的舞台很大、空间很广；进一步强化军
地双赢意识，充分看到构建军民融合
深度发展格局，能够有效统筹地方经
济建设“棋局”和国防建设“战局”，

“融”则两利、“合”则双赢。

着眼“协调服务”定

位，把融合职能担起来

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赋予国防
动员系统拓展军民融合协调职能，省军
区（警备区）系统要当好决策咨询的“智
囊团”、当好需求对接的“联通桥”、当好
军地协调的“总枢纽”、当好末端落实的
“助推器”。在这“四个当好”职能中，其
核心职能是协调，就是着力解决好协调
什么、怎么协调、与谁协调的问题。

发挥好参谋助手作用。围绕“经济
建设为国防建设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
国防建设为经济建设提供坚强的安全
保障”这个大目标，围绕当前急需解决
的问题、急需完成的任务、急需构建的
机制，真正用好参与决策权，当好“国防
代言人”，推动国防需求进政府工作、进
经济布局；用好建议监督权，为地方不
折不扣贯彻国防需求、执行中央决议提
好建议、出好主意；用好考评监督权，督
促各级抓好军民融合任务落实，促进经
济布局调整与国防需求有效对接。

发挥好铺路搭桥作用。省军区（警
备区）作为所驻省（市）最高军事单位，
是密切军内军地关系、推进军民融合深
度发展的关键一环，必须担起牵头责
任，为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穿针引线”
“铺路搭桥”，让军队需求与地方供给频
繁对话、自主对接。要协调驻军部队主
动作为、深度参与，努力在军地之间搭
起需求对接之桥，走出军队后勤融合保
障新路子；搭起协同创新之桥，探索国
防科技工业融合发展新领域；搭起共享
共建之桥，开创军事设施和城市基础设
施融合建设、共享成果新局面；搭起国
防动员之桥，最大程度凝聚经济建设和
国防建设融合发展新合力。

发挥好服务保障作用。省军区（警
备区）系统履行军民融合协调职能，很大
程度上就是做服务。既然是服务，就要
有大服务的格局和情怀，尽力把军队“所
需”变成地方“所能”，为战斗力和生产力
双向生长提供双向贡献。要充分发挥
区位优势和桥梁纽带作用，积极主动服
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引介军队重大工
程、重大项目落户驻地；积极主动服务高
新技术企业，以军队需求牵引研发生产
方向；积极主动服务驻军部队，统筹建设
发展需求对接政府职能部门落实。

着眼“姓军为战”摆

位，把融合需求统起来

军民融合之于军队，目标是战场，
目的是打赢。军队推进军民融合深度
发展，应突出“姓军为战”，紧紧抓住国
防需求这个源头和指向，把军事需求牢
牢贯穿于地方各项建设之中，把作战能
力建设深深根植于经济社会发展中，真
正实现平时与战时的深度衔接、潜力与
实力的顺畅转换。

国防教育要努力实现军地同频共
育。坚持从问题入手，着力解决党委政府
职能部门合力不够、军事机关主导不够、
社会力量参与不够等问题，切实合心合力
合势，形成党政军民主动作为、社会各界
踊跃参与的生动格局。把国防教育纳入
全民教育体系同步筹划、纳入核心价值观
同步培育、纳入城市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同
步推开，真正站在民族铸魂工程、城市文
化工程、市民素质工程高度，推动国防教
育普及深入、融入城市精神血脉。把国防
观念和尚武精神作为核心内容突出出来，
真正让“安不忘危、富不忘战”成为国民共
识，让“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
卫国防”成为价值取向。

兵役征集要努力实现军地集智共

抓。兵役征集事关国家安全大局和军
队建设基础，是一项政治任务、政府行为
和社会性工作，尽管中央和地方出台了
一系列利好政策和措施，但目前仍面临
“征兵难、当兵冷”的不利形势。破解征
兵难题，需要军地一起集智攻关，通过站
上富国强军高度，把兵役工作融入地方
人力资源建设体系高位推进，确保优质
兵员充足输送；通过加大征兵宣传强度，
按照“一季征兵、四季宣传”要求，推动征
兵宣传全方位渗透、全社会覆盖；通过强
化政策激励力度，扭住增强军事职业吸
引力、荣誉感这个关键，牵头推动地方从
荣誉激励、优待政策和退役安置等方面
综合施策，在全社会树立“从军报国义不
容辞、献身国防无上光荣”的鲜明导向。

动员潜力要努力实现军地携手共
塑。动员潜力既是战时实施快速精准
动员的有效保证，也是平时推动国防动
员建设的基础工程。要在国家军民融
合重大示范项目中挖掘培塑，国家军民
融合《“十三五”规划》中明确的重大示范
项目，各地都有特色优势，要突出重点领
域重大项目进行重点挖潜，推动战略新
兴产业的科技成果向战斗力运用转化；
要在民间丰厚潜力“资源池”中挖掘培
塑，协调推动优质民参军企业、科研院
所、高等院校组建动员支前联盟，不断强
化国防动员的基础支撑力。

基础领域要努力实现军地兼备共
用。基础领域贯彻国防需求，其抓建指
导是“兼备”，也就是“民用与军用一体、
平时与战时衔接、经济与战备兼容”；其
核心方法是“统筹”，也就是统发展规
划、统军地需求，交通运输等基础建设
要兼顾部队战备需求，聚焦物流、人流、
信息流、数据流的硬件设施都要兼顾部
队作战需求；其效果评估是“共赢”，也
就是国家“每一份投入”、都能实现国防
与经济“两份产出”，地方每一项建设都
能产生经济与战备的“倍增”效应。

（作者系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

努力开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新格局
■凌 希

在机关工作中，个别干部写材料，
不是先到基层调研学习、摸情况，而是
坐在办公室闭门造车，把大量时间和精
力花到遣词造句上，看上去辞藻华丽、文
采飞扬，实则空有其表、华而不实，这是
典型的文风不正，反映出“笔杆子”空心
化问题。
“空心笔杆子”说到底，就是由于缺

少调查研究，不了解基层实际情况，写出
的材料大多是靠东拼西凑、复制粘贴而
来。这种现象只会助长不务实功、大搞
形式主义的不良作风。机关单位之所以
重视文字材料，因为文字材料起着上传
下达、相邻单位沟通的作用。机关单位
日常运转离不开文字材料，高水平的文
字材料某种程度上直接体现工作水平、
反映工作成绩。因此，文字工作水平，特
别是综合性文字材料撰写水平，往往被
视为机关单位整体工作水平，历来受到
高度重视。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大多数“笔杆
子”都工作繁忙，难以脱身，很少有时间
深入基层调研学习，写出来的材料自然
脱离实际。材料不能代替实干，没有实
践调研的材料，只会带来变味的材料，不
仅对工作毫无益处，还会让“笔杆子”被
材料所累。
“为政贵在行，以实则治，以文则不

治。”空心材料看似事小，实则危害很大，
不仅影响党的形象和党在群众中的威
望，更影响党的事业。让“笔杆子”实起
来，首先是要狠抓作风建设，进一步改进
文风，倡导“短实新”文风，不要过多拘泥
于押韵对仗、花拳绣腿，让“笔杆子”能够
抽出身来，深入基层去调研、分析、学习，
收集第一手鲜活资料，在此基础上形成
的材料才会切合实际。

同时，还要健全考核评价机制，树立
不看材料看实绩的观念。各级部门在检
查中，除了看必要的文字材料外，要把时
间更多花在看实绩上，杜绝材料出政绩、
以材料论英雄的现象。只有这样，“笔杆
子”写出来的材料才会有血有肉，具有说
服力，才能真正指导推动工作。

“笔杆子”要实起来
■戈维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