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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十九大”刷爆网络，“强军

梦”引发热议。与此同时，前不久中央

电视台隆重推出的8集大型电视纪录片

《强军》，以及正在全国热映的军事大片

《空天猎》，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

一部是全景展示中国军队5年巨变

的纪实大片，一部是中国首部反映现代

空战的商业大片。看似巧合的不期而

遇，其实蕴藏着某种必然：荧屏与银幕

的背后，挺立着强大起来的人民军队。

《空天猎》，一次空天战场的生死

对决，一场高端武器的视觉盛宴。导

弹危机，人质危机，最新式的中国战斗

机，最顶级的王牌飞行员，空中格斗惊

心动魄，地面角逐扣人心弦……严谨

的军事逻辑、专业的电影语言、精湛的

影像技术、实拍的飞行镜头、成体系的

部队实装，真切展现了中国空军向战

略空军加速转型的最新成果。

《强军》，5年练兵备战实践的浓

缩，5年强军兴军成果的展示。深远

经略，三军统帅励军心；大江南北，涅

槃换羽开新局；深蓝之中，闯洋蹈海砺

精兵；蔚蓝之上，鹏飞万里向空天；密

林深处，东风浩荡啸苍穹……画面生

动而有张力，立意高远但不滞涩，内容

丰富但不臃肿，题材宏大但不空泛，细

节传神但不零碎。

“厉害了，中国空军！”“强军是最

好的通行证！”“这样的军队让人民更

加放心，让百姓更加安心！”两部军事

题材大片的上映，成为刷屏之作、热议

话题、网上热词，点燃了国人的爱国激

情，激发了军人的胜战之责，赢得了世

界的广泛关注。

然而，不管是“商业化”的大制作，

还是“纯写真”的纪实片，都是现实的

浓缩、艺术的加工，是局部的展现、侧

面的反映。艺术虽然高于现实，但终

究来源于现实。现实是最宏阔的，也

是最深厚的，一部影片不可能完全呈

现，有限剧集也难以尽收眼底。

可以说，中国军队5年来发生的

再造重生之变化，远比任何一部军事

大片都更真实、更震撼、更动人。正如

一位网友所说：“中国军队发生的历史

性变革，是任何一部军事大片都难以

尽述的。”

这5年，人民军队浴火重生、换羽

新飞，战略角逐的决心之强空前未有，

训练演习的力度之大史所罕见，练兵备

战的标准之高史无前例，改革创新的范

围之广前无古人……波澜壮阔，风起云

涌，纵使倾尽笔墨，纵然栏杆拍遍，也难

以勾勒出强军兴军的全部图景。

纵览风云天地阔，纵横捭阖自从

容。这份从容，源于人民军队整体实

力的跃升，源于习主席的领航掌舵、扶

危定倾。从立起总纲，制定新形势下

军事战略方针，到确立标准，为战斗力

建设校正坐标；从真打实备，提高实战

化训练水平，到砥砺血性，培育敢打必

胜的战斗精神……党的领袖、三军统

帅的运筹帷幄、战略擘画，开启了强军

兴军新征程。

千川汇海阔，风好正扬帆。再精

彩的军事大片也终将落幕，而强军兴

军的航船帆满风劲，破浪远行。回首

过去，总有一种力量在积蓄、总有一种

精神在汇聚、总有一种激情在奔腾。

展望未来，人民军队砥砺奋进，阔步前

行，必将演绎出更多热血奔涌、震撼心

灵的“强军大片”。

（作者单位：南部战区陆军某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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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政治教育是一棵树摇动

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如

果台上台下彼此“相敬如宾”、各自“相

安无事”，就难以产生共鸣，教育效果

肯定大打折扣。

“教育不动情，效果等于零。”教育

过程，既是讲道理的过程，也是情感沟

通的过程。所谓“通情达理”，就是先

“通情”而后“达理”。一堂成功的教育

课，离不开心灵的震撼、情感的激荡、

心灵的共鸣。

然而，个别教育者习惯于我讲你

听、照本宣科的授课套路，不愿上下互

动、担心官兵“发难”，满足于当文件材

料的“搬运工”、上级精神的“传声

筒”。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作。忽视

青年官兵的性格、特点、喜好和需求，

不看对象、不论风格、不讲方式，台上

自拉自唱，台下沉默不语，这样的课必

然枯燥乏味，谈何温润兵心、凝聚共

识？

鲁迅曾说：“是弹琴人么，别人心

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生器

么，别人也须是发生器，才会共鸣。”弹

拨官兵心上的“弦索”，振动官兵心中

的“发生器”，主角是授课人，关键在讲

方法。既要以情感的火炬点燃热情、

感染对方，更要实现由“主讲人向主持

人”的转变，变“说教式”教育为“启发

式”互动，做到问题大家摆、是非大家

辩、道理大家讲，真正让教育打动人、

温暖人、启迪人。

少想着“相安无事”
■张 潇 张 斌

某团一个连队组织对全体干部进行
民主测评，发现个别官兵不假思索地在
测评表“优秀”一栏清一色打“√”，不到2
分钟就完事。如此这般，让民主测评流
于形式、走了过场，失去了互相监督、互
促共进的意义。这既是对同志和自己不
负责任，也是对组织和单位不负责任。

这正是：
民主测评责任大，

岂能随意把钩画。

行使权力须谨慎，

认真负责莫掺假。

葛彬涛图 唐海辉文

《清波杂志》记载，蔡京之弟蔡卞的

七夫人，乃王安石的次女，“颇知书，能诗

词”。每有政事，蔡卞必先征求夫人意

见，再上奏朝廷。时间一长，大臣皆有意

见：“吾辈每日奉行者，皆其咳唾之余

也。”后来，蔡卞官拜右丞相，家中设宴，

一个伶人唱道：“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

人裙带！”

不管蔡卞是否依仗夫人关系升迁，

但伶人之言，确实道出了世人所虑。裙

带，是指女子束裙裳的衣带，虽然美观，

但不是主要衣着，只是一种附属物，所以

人们常以此喻指女子的亲属，并从姻亲

关系中得到好处。由此，也就有了“裙带

关系”一词。《朝野类要》中就记述：“亲王

南班之婿，号曰西宫，即所谓郡马也，俗

谓裙带头官。”

裙带之上无月明。历朝历代，裙带

关系秉承的是任人唯亲的哲学，破坏的

是任人唯贤的原则，是治国理政的一大

毒瘤。许多王朝的覆灭与削弱，都与外

戚干政有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外

戚的升迁发达靠的多是妻女姐妹的裙带

关系，有的还攀升到了“一人之下，万人

之上”的权力高峰。

裙带关系说到底是权利的输送，是

利益的勾连，是典型的政出私门，往往因

“私”而起、为“己”而谋。为了满足一家

之欲，想方设法提升自己人；为了巩固扩

大势力，不惜代价打击圈外人。亲情绑

架公权，私利盘剥公益，黑白颠倒，是非

不分，焉能不生祸乱？汉初的诸吕之乱、

西汉末年的王氏干政、北周末年的杨坚

专权、唐代的杨国忠专横、宋理宗时的贾

似道误国等，哪一个不是扰乱纲纪，哪一

个不是祸国殃民，哪一个不是政亡人息！

西汉时期，汉成帝刘骜继位后，其生

母王政君成为皇太后。自此，朝廷的“首

席执行官”一直是王氏家族轮流坐庄，直

到汉朝灭亡。太后撑腰，权倾朝野，王氏

兄弟骄横跋扈无所忌惮，史载：“五侯群

第，争为奢侈，赂送珍宝者，四面而至。”

其中一位因身体不舒服，居然向皇帝借

宫殿避暑。还有一位，干脆把自家楼阁

按宫殿的规格造了。结果怎样？王莽篡

位之时，王政君不得已交出玉玺，且愤愤

置之于地。

对此，《汉书》的重要作者之一班彪

评论道：“位号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

犹握一玺，不欲以授莽，妇人之仁，悲

夫！”班彪乃至后人，对裙带关系以及由

此衍生出的各种利益链条，反省不可谓

不深刻，警醒不可谓不透彻。清朝官场

就流行过“莫用三爷，废职亡家”的劝进

之言。所谓“三爷”，指的就是“子为少

爷，婿为姑爷，妻兄弟为舅爷”。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为民则利、为己

则害，为公则利、为私则害。如果权力姓

“公”还是姓“私”的问号没有拉直，“权来

自哪”“权为谁用”的问题没有搞清楚，裙

带关系也就难以杜绝，“小山头”就不可

能铲平，“小圈子”就不可能破除，“小团

伙”就不可能拆散。中国革命史上，国共

两党几十年较量的不同结局，就是一个

典型的例证。

蒋介石从起家便以亲友、同乡为班

底，财权乃至行政权力长期由妻兄宋子

文、连襟孔祥熙掌握，特务头子戴笠、毛

人凤和最信任的嫡系将领陈诚、汤恩伯

等又都是浙江同乡，乃至侍卫官、外层警

卫队以及司机、厨师等都是自己原籍奉

化县人。这种靠人身依附凝聚的团队，

圈子内看似紧密相连，紧要时必然离心

离德。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

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句

毛主席语录，道出了当年中国革命取得

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共重庆谈判期

间，蒋介石的侍卫官看到毛泽东的三个

卫士既不是湘潭人，也非湖南籍，难以置

信。陈龙如实相告：“我同毛泽东一不沾

亲二不带故，共产党的警卫人员都来自

五湖四海。”

社会学上有个“角色失范”理论，讲

的是每一种社会角色都有一套与之关联

的社会标准，每个角色按标准行事，社会

才不至于失序失常。没有人生活在真空

里，裙带相连，亲情相顾，人皆有之，也是

人之常情。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关

系，究竟是出于公心，还是谋取私利。这

是原则立场问题，也是价值取向问题。

共产党人没有一丁点自己的私利，岂能

存在裙带关系上的“弯弯绕”？

权力这杯酒，不是谁喝都会醉。只

要站稳脚跟、立定心思、守住规矩，就不

会被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所绊倒，就不

会被五光十色的利益链条所俘获。

裙带之上无月明
■张顺亮

历史，是由一段段航程连接而成

的。任何一项伟业，都需要接续奋斗，方

能梦想成真。

在欢庆党的十九大的金秋里，“新时

代”“新使命”“新思想”“新征程”成为热

词。的确，这5年，涛飞江上，气卷万山，

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

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

成的大事。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行百里者半九十。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

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习主席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5年来的建设

发展作出深刻概括，发出了实现伟大梦

想需要接续奋斗的时代号召。

毫无疑问，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构成了“党和国家事业发生

历史性变革”的重要篇章。这5年，人民

军队浴火重生、全面重塑，体制结构焕然

一新，发展格局焕然一新，部队面貌焕然

一新，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新的

重大步伐。

越是在取得明显成效之时，越要头

脑清醒、乘势而上；越是在攻坚克难的

紧要关头，越要再接再厉、奋楫前行。

这是历史规律的昭示，也是现实考验的

警示。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建设

世界一流军队，是一项亘古未有的伟大

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

风顺，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艰苦、接力

的过程。而且，诸多“拦路虎”“绊脚

石”摆在前行道路上，一系列“最复

杂”“最敏感”问题互相交织，种种

“考验”“危险”不断凸显……如果在取

得阶段性成果的时候，我们就为眼前的

“一点繁花”而沾沾自喜，如何能领略

到杏雨梨云的“明媚春天”？

拿深化军队改革来说，“四梁八柱”

虽然已经搭起，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但

离“全面胜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事辍

者无功，耕怠者无获。攻坚战需要冲锋

不止，不能有“歇歇脚”的想法，更不能有

“车到站”的念头。

再比如，正风反腐，“压倒性态势”虽

然已经形成，但仍有一些老问题东躲西

藏，一些深层次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

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持

久战需要持续发力，停一停就可能卷土

重来，缓一缓就可能死灰复燃。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反腐倡廉建

设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

上……强军伟业，征途迢迢，每一次拼

搏，只是一段旋律；每一场奋斗，只是一

个接力。时刻保持“在路上”的清醒，不

忘初心、继续前进，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方能不停滞、不偏向、不迷航，汇就更加

激昂雄浑的强军交响。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

如待时。”可以说，如今的“势”和“时”，都

已来到我们面前。5年的不平凡经历，5

年的历史性成就，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已经形成“潮涌催人进”的磅礴之势。正

在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是一座总结过去

的里程碑，更是一个展望未来的新起

点。激流勇进，时不我待，正是“扬帆再

起航”的大好时节。

古人云：“人不明于急务，而从事与

多务、他务、奇务者，穷困灾厄及之。”从

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当前之“急务”，就是

要多一分清醒，加一分理智，强一分忧

患。只有时刻保持“在弦上”的战斗姿

态、“在肩上”的责任担当、“在路上”的不

懈精神，砥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战略

定力，激发“壮志未酬誓不休”的坚强决

心，永葆“会当击水三千里”的雄心壮志，

深入汲取过去5年的经验和教训，重整

行装再出发，一张蓝图绘到底，方能凌强

军之巅、抵兴军彼岸。

鼓荡激情扬征棹，一路轻舟乘东

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东方风来满眼

春”的喜悦与自豪可以有，因为我们已经

开创出强军兴军的崭新局面；奔向更加

美好未来，“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自觉与

担当不能少，因为强军伟业正召唤我们

接续奋斗再创辉煌。

（作者单位：河南省军区）

实现伟大梦想需要接续奋斗
■李小平

长城瞭望

玉渊潭

基层心声

八一时评

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第二集

中，有一个细节颇为感人。科技部部

长万钢说，习主席去年在“科技三会”

上作完报告后，特意叮嘱了一句：“和

科技人员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掌声，

是从后面往前面来的，楼上往楼下传

的。”万钢也发现，后排坐的大多是年

轻的科技人员。

部队的情况同样如此，无论是动

员集会，还是政治教育，抑或观看演

出，后排或楼上坐的大多是基层官

兵。“后排掌声”代表着基层的心声、官

兵的期盼。掌声热烈不热烈、主动不

主动、积极不积极，代表着基层官兵满

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

基层是部队建设的基础，官兵是

部队发展的主体。“后排掌声”，既是风

向标，又是晴雨表，也是温度计，可以

反映出官兵的苦与乐、冷与暖，折射出

关爱基层工作的好与坏、优与劣。读

懂“后排掌声”的含义，才能看到工作

的差距，找到努力的方向。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

声。”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部队移防

换防频繁，官兵分流交流增多，工作压

力大，生活困难多。越是这个时候，领

导和机关越要牢固树立基层至上、士

兵第一的思想，捧出一颗心，倾注满腔

情，在心与心的交流中增进感情、在手

拉手的互助中融洽关系、在实打实的

关爱中赢得兵心。如此，“后排掌声”

自然会热烈而且响亮。

多听听“后排掌声”
■李召鹏

“‘听话的敌人’不见了！”前不久，某部在组

织实兵对抗演练时，狡猾的蓝军总是反其道而行

之，事事作对，处处找茬，让红军吃尽了苦头。

“人类任何活动都不像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

个不速之客留下这样广阔的天地。”打仗从来不

是自作多情、天遂人愿的事儿。战场上的敌人是

最不听话的，总是时时处处与你拧着来、对着干，

变着法儿给你找别扭、添麻烦。因此，战场上“部

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

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

毛主席说过：“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

是成群地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缘

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从

古至今，战争活剧之所以令人眼花缭乱、琢磨不

透，就在于对手企图攻其不备、趁火打劫，我方也

力求出其不意、乘虚而入，双方都无法保证算无

遗策、万无一失。正所谓，“不意外，无战争”。

可是，回顾我军历史上的一些经典战役，为

什么有时候敌人那么“听话”，乖乖地被我们牵着

鼻子走呢？关键就在于，我军始终坚持敌变我

变、以变制变，料敌如神、胜敌于先，有时再加以

佯动迷惑对方。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多路佯

动，造成进攻长春之假象，主力却隐蔽奔袭锦州，

突然包围义县并切断敌与关内陆路交通。直到

被“领”进包围圈，敌军才如梦初醒。

战场上没有“听话的敌人”，平时演训也就不要指望顺顺当当、风平浪静。平时

“意外”多了，战时就不会感到意外；多让对手感到“意外”，自己才会少些意外。个别

官兵之所以一厢情愿地把“敌人”想得很听话，根本在于头脑里少一根实战之弦。训

练是不流血的战争。试想，如果现在演习无意外、对抗无悬念，“敌人”看似言听计

从，可是到了血火战场，“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还能任人摆布吗？

眼下，部队训练进入实弹战术训练阶段，“红”“蓝”对抗将会频繁上演。“敌人”是

听话还是狡猾、是温柔还是凶狠，将会对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产生直接影响。只有

坚持活导活演、真打实抗，随机出情况、随地设难题，真正让“不听话的敌人”成为磨

刀石，才能逼着部队探寻破敌之策，锤炼打赢本领。

（作者单位：北部战区陆军参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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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
国
和

谈训论战

越是在取得明显成效之时，越要头脑清醒、乘势而上；越是在攻

坚克难的紧要关头，越要再接再厉、奋楫前行。激流勇进，时不我

待，正是“扬帆再起航”的大好时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