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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玉 渊 潭

八一时评

长城论坛

谈训论战

党兴国盛，党正军强。

习主席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

会上总结了管党治党的“八条经验”，

“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

统一”是其中一条。这条经验，既抓住

了重头，也管住了大头；既看见了“树

木”，也看见了“森林”，必须“长期坚持、

不断深化”。

抓，手指聚拢，使物体固定在手中

之意。一只手抓不了多少，所以得抓关

键。领导干部作为党员干部中的“关键

少数”，身上有千钧重担，身后有千军万

马，是强军事业的主心骨，是政治生态

的风向标。“把这部分人抓好了，能够在

全党作出表率，很多事情就好办了。”从

打破所谓“刑不上大夫”到抓住“第一责

任人”，从“打铁还需自身硬”到“打铁必

须自身硬”，“自上而下抓，以上带下

严”，是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鲜明特

点。正是从“关键少数”抓起，使管党治

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

题得到有效解决。

“以身先人，故其兵为天下雄。”杨

业功一身正气，带出了一支心无旁骛谋

打赢的长剑劲旅；范匡夫两袖清风，带

出了一支团结拼搏重实干的党委班

子。“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当领导干部

这个“关键少数”人人都“不以一毫私意

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普通党员这

个“绝大多数”怎能不胼手胝足、战不旋

踵，把注意力、关注点放在主责主业上？

“关键少数”位高权重，一旦出问

题，对党的形象损害更大，对战斗力的

损害更大。“管住了一把手，就管住了问

题的绝大部分。”实践告诉我们，治党重

在治官，“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

民悦”。

抓“关键少数”不能仅限于“抓”。

“善恶之习，朝夕渐染，易以移人。”坚

持正面倡导，让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自

觉立德，用好干部的“五条标准”要求

自己，让廉洁文化渗入血脉，让廉洁从

政成为自觉，才是抓住了根本，抓住了

源头。

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意味着“全

覆盖”。中央多次强调要“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突出‘关键少数’并向基层延

伸”，这既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是对管

党治党规律的把握。在全面从严治党

中，既把“关键少数”作为关键来抓，又

把“绝大多数”作为大头来管；既要求

“关键少数”正人先正己，又要求“绝大

多数”见贤要思齐，当“关键少数”的示

范作用和“绝大多数”的规模效应结合

起来，全面从严治党就有了向纵深推进

的不竭动力。

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有细胞纯

洁才有肌体健康。“员”字前面就是

“党”，每名党员都是党的“形象大使”。

相对于“关键少数”，群众对身边普通党

员这个“绝大多数”感受更为真切。倘

若疏于管“绝大多数”，则其滋生的“微

腐败”会损害官兵的切身利益，“啃食”

官兵的获得感，挥霍基层官兵对党的信

任。管好“绝大多数”，每名党员都做政

治生态的“净化颗粒”，则党内政治生态

必会迎来山清水秀、弊绝风清。

管好是最好的爱护，预防是最佳的

治疗。对“绝大多数”怎么管？习主席

开出了“药方”：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

出位置，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健全

完善制度，深入开展纪律教育，狠抓执

纪监督，用纪律管住全体党员。

万里长风起云端。“关键少数”影

响带动，“绝大多数”紧紧跟上，用忠诚

占领灵魂高地，用铁骨锻造善战本事，

用任务砥砺敢战血性，用规矩立起正

气美德，这样的人民军队，就一定能在

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中，风展军旗如画，气吞万里

如虎，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向全

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目标努力奋进、

砥砺前行。

（作者单位：73211部队）

抓“关键少数”管“绝大多数”
—全面从严治党再出发系列谈②

■纪圣涛

参谋培训计划因“大而全”被退回

重新拟定、演练方案因多次出现“左

右”“可能”等字眼被要求推演后再次

拟制……近日，某部在审定训练计划

时，要求官兵以画“工笔画”的细功夫，

把训练的各个环节抓细、抓实。

“大写意”是绘画中的一种，其特

点是草书入画，泼墨粗放，体现的是大

境界。“工笔画”是以精准细腻的手法，

在一笔一画的毫厘中彰显逼真精细。

习主席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有了“大写

意”，还要画好“工笔画”，要求大家以精

雕细刻的落实，实现目标和愿景。练兵

备战也是一样，实现宏伟的“大写意”目

标，需要下画“工笔画”的细功夫。

然而一些单位的训练计划，由于缺

乏画“工笔画”的细腻，认为“微”不足

道、“细”不足为，结果在大而化之、笼而

统之中成了空中楼阁。战斗力建设犹

如一座“大厦”，只有在建造时以画“工

笔画”的严谨细致，让一砖一瓦都严丝

合缝，才会使这座“大厦”坚固如山。实

践告诉我们，没有一枪一炮的精细操

作，就不会有合成训练的联合制胜；没

有平时如琢如磨的精准训练，就不会有

战时一招制敌的精确打击。粗疏出纰

漏、出问题，细致出质量、出精品。

“将不精微，则三军失其机。”研究

战例能够发现，不少战斗的失败，都有

粗枝大叶的“通病”；很多战斗的胜利，

都有严谨精确的“共性”。凡是有志于

战场打赢的军队，无不把严谨细致作为

练兵备战的要求。刘伯承元帅组织战

斗时要求参谋人员“各项工作必须心细

如发。研究上级指示要细，研究敌情要

细，军事组织工作要细，检查工作要细，

草拟文书要细，下达任务、传达指示要

细”。郑维山将军对战斗中的细节要求

近乎苛刻，在1953年我志愿军组织的

夏季攻势中，正因为他要求部队研究并

解决了咳嗽怎么办、打呼噜怎么办、蚊

虫叮咬怎么办等近百个“小问题”，才使

我志愿军3000余人成功在“联合国军”

眼皮底下实现了潜伏。

托夫勒在《未来战争》一书写道：

“在信息战争中，你可能拥有100∶1的

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可能因为一根保

险丝而全面改变。”未来战争好比植物

的根系，越深越细密。只有在平时训练

中养成严谨细致的作风，不松动一颗

“螺丝钉”，不遗漏一个“小数点”，不输

错一个“代码”，对每一个细节都切之磋

之，对每一组数据都琢之磨之，多研究

“微行动”，多切磋“微对策”，多积“尺寸

之功”，多使“微薄之力”，才能夯实部队

建设的基础。

练兵备战要画好“工笔画”
■张秀梅

“功过必须分明，纪律面前人人
平等。”近日，某部在战士李某无故
超假后，并没有因为他刚刚荣立二等
功而“放过一马”，搞“下不为例”，
而是严格落实有关规定，进行了通报
批评。

这正是：
纪律如铁重如山，

若失宽软招祸端。

唯有依规赏罚明，

方能励军战狼烟。

苏玉军图 文鹏民文

明宣德七年，明宣宗朱瞻基为减轻

百姓负担，下诏要求对所有的官田收税

时，“十减其三。”然而对这道诏令，“户

部皆不行”。朱瞻基知道后很生气，严

令各部门对诏令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

绝不能“泽不下究”，并要求“自今令在

必行，毋有所遏”。

毛主席在《明史·宣宗本纪》里读了

这段后写下批语：“今犹存此弊。”对服

从命令，毛主席多次讲过。例如1959年

3月29日，他在一篇党内通讯中批评一

些不服从命令的中层干部时说：“上面

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

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下情不能上

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因此，需

要经常开会，“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

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

命令，尤其是军令，最基本的要求

是“严”。“令严方可以肃兵威，命重始足

以整纲纪”“其令强者其敌弱，其令信者

其敌诎”。一支部队，如果“法令一出，

吏士无违”，那这支部队必然有强大的

战斗力。假如将帅士卒视军令如戏言，

我行我素，则“上令既废，以居则乱，以

战则败”“令不行，众不壹，可败也”。

蜀国大将张飞武功了得，脾气也火

爆，特别是喝酒之后经常鞭打身边的士

卒。兴兵讨吴前，刘备给张飞下命令：

“朕素知卿酒后暴怒，鞭挞健儿，而复令

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今后务宜宽

容，不可如前。”

可张飞把刘备的这道命令压根儿

没当回事。一次部署任务后，下属范

疆、张达请求延长制作白旗白甲的期

限，张飞听了火冒三丈，让人把二人绑

在树上，“各鞭背五十。鞭毕，以手指之

曰：‘来日俱要完备！若违了限，即杀汝

二人示众！’”范张二人明知期限内完不

成任务，为了保命，“当夜寝于帐中……

以短刀刺入飞腹。飞大叫一声而亡。

时年五十五岁。”

7年后，“深通谋略”的马谡对张飞

的死因“哀之不鉴之”，同样犯了不服从

命令的错误。当时，为守住“无城郭，又

无险阻，守之极难”的街亭，诸葛亮对马

谡下了死命令，要求他一定要把军营扎

在水边。可马谡到达此地后，偏偏把几

十万大军扎在了远离水源的山上。见

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马谡的副

将王平建议他“伐木为栅，以图久计”，

马谡听后“大怒不从”。结果，魏军断了

马谡的水源后，采用火攻，蜀军大败。

此战，马谡被诸葛亮挥泪斩杀不说，蜀

国也从此一蹶不振，走向衰亡。

“令行阃外摇山岳，队伍端严赏罚

明。”岳飞的这句诗，道出了岳家军战斗

力强的一个原因。岳飞命令部队在训练

时要“皆重铠习之”，其子岳云违反后，他

“怒而鞭之”。在下达“冻死不拆屋，饿死

不掳掠”的命令后，“卒有取民麻一缕以

束刍者，”他“立斩以徇”。正是因为岳家

军军令如山，所以哪怕“卒夜宿，民开门

愿纳”，士兵们也“无敢入者”，才令敌人

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感慨。

命令是硬性规定，“硬”就硬在其具

有强制性。一支军队，只有当人人都

“令在必行，毋有所遏”，在执行命令时

都不随意变通，都无条件执行时，这样

的军队才能以过硬的执行力催生强大

的战斗力，才能令行禁止、令出兵随，无

往而不胜。

令在必行 毋有所遏
■魏国华

新一代《军事训练条例（试行）》将

军事训练中的安全管理单独成章，明

确规定：“不得违背规律盲目蛮干，不

得以安全为由简化训练内容、降低难

度强度，不得随意提高风险等级、擅自

终止或者取消险难课目训练，不得以

牺牲战斗力为代价消极保安全”。这

“四个不得”为部队大胆训练、科学训

练、安全训练提供了制度保障，有利于

部队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提高备战

打仗能力。

关于安全，在部队流行这样的说

法：“年头出事，一年白干；年底出事，

白干一年”“不管先进多少年，出了问

题就无缘”……一些单位把“不出事”

当成了“最大的事”，“宁可不出彩，也

要不出事”。安全就像“紧箍咒”，让一

些部队在训练时缩手缩脚，不愿冒该

冒的险、不敢担该担的责，训练内容避

难就易，训练强度点到为止，出现以牺

牲战斗力为代价消极保安全的现象。

军事训练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

根本途径，是最直接的军事斗争准备。

真、难、严、实的高强度训练，不可避免

地带来风险。然而，训练躲避风险，战

场风险更大。战斗力提升是实战化训

练投入风险的最大收益，只有着眼应对

未来作战风险开展训练，才能切实提高

防范训练风险能力。习主席多次强调：

“越严格训练越不容易出问题，越消极

保安全往往越不安全。”安全工作不是

一项独立的任务，它以军事训练为载

体，渗透到部队建设的方方面面。从难

从严训练，其实是在更高的层次上促安

全。被誉为“满大胆”的满广志，训练转

型敢临险，战法创新敢冒险，日常训练

敢涉险，坚持“打仗不能绕道走，该闯的

险滩必须闯”，带领部队离打赢越来越

近，离危险越来越远。

“赏一人而万人乐者，赏之。”树立

什么样的奖惩导向，官兵就有什么样的

努力方向。事故发生后的认定和处理，

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处理得当，就会

推动实战化训练向更高标准有序推进，

对我军战斗力建设就有益；处理不当，

就会影响部队抓实战化训练的积极性，

险不练兵的消极思想就会蔓延。只有

坚持战斗力标准，细化训练安全责任，

该是谁的责任就追究谁的责任，该是什

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才能实现抓训

练与抓安全齐头并进、相得益彰。

抓安全要靠抓训练，抓训练必须抓

安全。如果训练中安全问题不断、事故

频发，就会牵扯部队精力，影响官兵士

气，训练质量就无法得到保证。最大限

度地减少军事训练中的事故，是各级义

不容辞的责任。一旦在组织实施军事

训练中发生事故，相关部门应依法界定

事故性质和责任，妥善处理相关责任

人，除因失职渎职、组织失误、处置失当

造成事故的，对组训者应当按照规定从

轻、减轻追责或者免于追责。

别让安全成为训练的“紧箍咒”
■刘子轩 王亚博

一支部队，如果“法令一出，吏士无违”，那这支部队必然

有强大的战斗力。假如将帅士卒视军令如戏言，我行我素，则

“上令既废，以居则乱，以战则败”“令不行，众不壹，可败也”。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

也。”1月18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

开，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

法部分内容的建议》。这意味着我国现

行宪法即将迎来第五次修改。

宪法乃九鼎重器。从世界各国现代

化进程看，能否形成良好的法治秩序，保

持法统的连续和权威，一部优良的宪法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习主席指出：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

关键是依宪执政”。因此，宪法修改是国

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中央全会专

门讨论宪法修改问题，充分表明党中央

对这次宪法修改的高度重视。

宪法和法律是时代精神的产物。

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先后制定“五四

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

宪法”四部宪法。现行宪法自1982年

12月 4日通过以来，先后经历了 1988

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四次修正，

每一次都是对宪法的完善，每一次都实

现宪法的与时俱进，每一次都有力推动

了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宪法的发展完善历程带着深深

的时代烙印，让社会主义宪法价值理念

不断深入人心，也让全民得以共享改革

发展成果。应该说，这是一部符合国

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

宪法，是充分体现人民共同意志、充分

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充分维护人民根本

利益的好宪法。

“宪法者，政府之构成法，人民之保

证书也。”从2004年至今，我国又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党和国家事业

全面开创新局面。党的十九大确立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

历史方位，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

变化的重大判断，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

想和行动指南，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战略构想和目标。宪法只

有不断适应新形势才能具有持久生命

力。新时代历史方位的战略判断，执政

党意志与国家立法的对接，让我们又一

次站到了修改宪法的历史节点上。为

更好发挥宪法在新时代的重要作用，需

要对宪法作出适当修改，把党和人民在

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

新、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定。

在党的十九大吹响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的时代号角不久，中央就作

出修改宪法的建议，正是我们党从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

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推进

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此次修改

宪法坚持对宪法作部分修改、不作大改

的原则，既顺应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要

求，又遵循宪法法律发展规律，保持宪

法连续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可以预

见，宪法的修改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和

完善党的领导，有助于确立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

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有助于为全

面深化改革提供更为健全的最高法律

根据，有助于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根本法基石。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

也在于实施。让宪法通过实施获得活的

生命，使宪法真正成为塑造人们行为和

观念的力量，才能真正实现宪法目的、彰

显宪法价值。宪法再一次实现与时俱进

的修改，必将总体上提升我国宪法实施

水平，必将更加赢得人民发自内心的拥

护、获得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我们坚

信，只要人人成为宪法的忠实崇尚者、自

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恪守宪法原则、

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中国这艘

航船必将乘风破浪、行稳致远，朝着实现

中国梦的光辉彼岸胜利前行。

为
中
国
梦
提
供
有
力
宪
法
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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