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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玉 渊 潭

八一时评

基层心声

长城论坛

年前年后，各单位陆续召开民主生

活会。要提高民主生活会的质量，一个

重要方面就是班子成员人人自觉当监

督派，不当观潮派。

勇于开展监督是党性。朱德同志

有一个观点，正确对待监督，主动接受

监督，就是对同志负责、对组织忠诚，

“要不就是观潮派，知道坏事也不讲”。

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所谓“坏事”，也就

是班子成员身上的缺点错误。班子成

员之间，搞好监督，搞好批评和自我批

评，指出相互间的错误缺点，有利于实

现领导干部自我完善、自我提高，有利

于党委班子的自我革命、自我净化。如

果班子成员不愿当监督派，只愿当观潮

派，看到问题不说，发现缺点也不指出，

不仅不利于班子成员的成长进步，也不

利于一个班子形成强大创造力、凝聚

力、战斗力。

敢不敢较真碰硬直言其事，能不能

切中要害入木三分，是衡量民主生活会

质量高低的标准，也是检验一级党委党

内政治生活是否严肃认真的“试金

石”。实际生活中，少数领导干部信奉

多种花少栽刺的“人生哲学”，喜欢搞宁

伤原则不伤感情的“团结和谐”，把明知

不对少说为佳当成“为官之道”，在批评

和自我批评中蜻蜓点水、波澜不惊，在

党内监督中成了只顾个人欣赏的观潮

派。如此一来，民主生活会就少了应有

的党味辣味，降低了会议的质量，甚至

变成了走过场。

严管就是厚爱、敲打就是帮助、治

病就是救人。民主生活会上多说“缺些

什么”，少说“有些什么”，才是真正政治

上的关心爱护。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

奋。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就提出

爱护干部5条方法：第一是指导他们，

第二是提高他们，第三是检查他们的工

作，第四是帮助犯错误的干部改正错

误，第五是照顾他们的困难。这五条至

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厌约束，蕴祸患；监督好，大有益。

对班子成员来说，监督是最大的爱护，

没有哪一种爱护比监督更重要。有句

话说得好：“光说好话的人都是拍马屁

的，拍马屁决不是件好事；不客气批评

别人的人，才是好人，才够得上是革命

同志。”领导干部人人自觉当监督派，不

当观潮派，用实际行动回答好“窑洞

问”，就一定能练就共产党人自我净化

的“绝世武功”。

当监督派不当观潮派
■马家兴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

符。春节临近，年味儿一天浓过一天，热

闹的气氛也在慢慢升腾。

热闹，是军营沸腾的年味，是一簇簇

用青春点燃的焰火。面对新年，我们唱

起了《祖国颂》，祝福美好生活；我们唱起

了《练为战》，壮大军威声威。

有人讲，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了，热闹

也好像渐渐远去了。但军营不同，热闹

永远是迷彩春节的不变主题，一直是军

人年景的斑斓色彩，始终是彰显官兵青

春活力的亮丽名片。

红彤彤的连队，火辣辣的兵。张弛

有度的军营，也有属于自己的节日焰

火。它用热情、激情、豪情作火药，用活

力作引信，用青春去点燃，迸发出的是别

样的风采、芳华和梦想。一到过年，座座

军营无处不喧天、无处不欢畅。

日常的战备、值勤、训练，官兵呈现

的多是庄重严肃，人们听到的也多是枪

声炮声、喊声杀声。春节期间，在充分战

备、高度戒备的前提下，庄严的军营立即

会燃烧起来、沸腾起来。这种热闹，有着

独特的军味，挥洒着战斗的豪情，彰显着

青春的魅力。

至刚易折，弓满易断。一年三百六十

天，多是横戈马上行。军人也是人，也需

要心灵的愉悦、情感的宣泄、身体的放

松。让节日如鞭炮般炸响、如焰火般绚

丽，让生活热闹起来，给心灵放个短假，有

利于斗志昂扬向前进，练兵备战再出发。

年是四季循环的起点，也是一个人、

一个国家展望未来的节点。官兵热闹的

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畅谈新年愿景，放飞

青春梦想。无论是诗，无论是歌；无论是

晚会，无论是座谈；无论是帮厨，无论是

上网，官兵们都会讲到梦想，都会把家国

情、强军梦放飞到春天里，渴望收获焰火

一般的光彩。的确，心中有梦想，脚下有

力量，日子就不会空虚，生活就会越过越

踏实。

有真情大义的地方，永远不会缺少

热闹。

“军营是咱温暖的家。”多少军人

唱起这首歌，就会洋溢着骄傲、自信和

幸福。军队是个大家庭，过的是集体

年。在军营过年，首长和机关最期盼的

就是战士们开开心心、热热闹闹。当

下，很多单位也许正在筹划过年方案。

有网络征求意见的，有听取基层连队呼

声的，没有哪一个方案不是瞄着心愿心

念，不是瞄着热情激情。有集体的智慧

和力量，狗年必定又是一个兴旺年、一

个沸腾年。

上下同乐则热闹非凡。佳节来临，

领导走进基层，干部走进战士，大家一起

联欢，一起高歌，一起守夜。当年在延

安，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就喜欢和战士

们一起过年。我军一直保持官兵一致、

上下同欢的优良传统，因而越是过节越

有情，越是过年越热闹。

年味，不仅仅是物质的丰盛，更是文

化的丰美。有人说，包括春节在内的传

统节日，其精髓就是两个字：爱和乐。无

数个军营春节也告诉我们，有文化的热

闹，才是真的热闹；没有文化的热闹，那

叫空虚的喧闹。

岁岁年年节相同，年年岁岁乐不

同。军营的热闹，不仅仅是年夜饭越来

越有味了，更重要的是文化大餐越来越

多样了。从强军春联大比拼，到强军战

歌大联唱；从益智益趣游园，到自编自演

节目；从军事体育争霸赛，到雪雕雪塑砺

兵志；从军嫂登上大舞台，到军地互访大

联欢……一系列的文化活动掀翻了军营

的天、温暖了冬日的夜，不仅让官兵放松

心情、放飞梦想，还提高素养、提振士气。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军人的春山

永远是能打仗、打胜仗。热闹是生活美

好的象征。但军人不仅要自己生活美

好，还要靠年复一年的练兵备战，生产更

多“安全产品”，让全国人民生活幸福、阖

家安康。

就像美丽的焰火会随风消散一样，

军人的热闹和欢娱只是暂时的，严肃紧

张、操枪弄炮才是常态。春节是一次休

息，也是一次加油；是一次心情放松，也

是一次豪情再生。焰火照亮前程，必将

指引征程。

焰火靠动力催生，幸福靠奋斗换

来。热闹之后，更须扬鞭奋蹄、奋力打

拼。军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为打赢而奋

斗，最大的勋章莫过于因战胜而出彩。

新的一年，让我们抖擞精神再出发，用拼

搏成就伟大事业、伟大梦想，靠奋斗夺取

新的胜利、托举新的荣光。

热闹，一簇用青春点燃的焰火
—感悟军营“年味儿”④

■桑林峰

春节来临，放眼社会，很多地方都

充满着对军人及军属的关心关爱。

人民日报网文《2018，我们一起对

军人更好一点》写到，他们是最帅的天

团，是最逆行的勇士，是我们的亲人，是

最可爱的人。有媒体发表文章《让春运

成为尊崇军人的窗口》，提出“军人为国

家奉献，咱不能再让军人坐车为难”。

针对那起军人让座事件，很多网友纷纷

支持军人，一篇文章《埋怨军人不让座，

大错特错》，分析了个别人的“巨婴式”

表现。春节前夕的点点滴滴，让无数军

人感动于大众的理解、社会的关爱、人

间的正道。

今天，关注国防、关爱军人，逐渐成

为一种社会自觉。在机场、在车站、在

码头，“军人依法优先”的通道和窗口越

来越多；各地政府，设立军人荣誉墙、依

法安置随军家属、出台《拥军优属条

例》……一件件聚焦部队前方、前线、前

沿的好事不断涌现，一项项关心军人后

院、后路、后代的政策不断出台。

面对社会的关心厚爱，广大官兵如

何保持前辈军人创下的“形象品牌”，靠

什么继续赢得社会尊崇，这是一个必须

回答好的问题。

前不久，一篇网文《风雪边关，他们

“冰花”出境》，介绍了边防军人踏冰卧

雪、站岗值勤的场景，让人们看到了军

人的牺牲奉献、无私无畏。国防部例行

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也不忘讲一讲边

防军人的故事。他向中外记者分享的

5张照片，让人强烈感受到新时代革命

军人的可敬可爱。

所有这些，对军人来说，并不算什

么，吃再多的苦那是军人应有的奉献，

受再多的累、流再多的血，那是军人职

责所系、使命所系。仅靠这些，让社会

对军人更好一点还远远不够。革命战

争年代，子弟兵被称为“红菩萨”；抗美

援朝时期，志愿军成为国人心中“最可

爱的人”；相对和平时期，社会流传“吃

菜要吃白菜心，嫁人要嫁解放军”。这

些无上荣光都是靠人民军队在为党分

忧、为国奉献、为民服务中赢得的。今

天，军人要赢得社会尊崇，赢得人们的

口碑心碑，必须付出更多努力，保持更

好作风，实现更大作为。

人民军队自成立之始，就把服务

人民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回望过去，

保家卫国、边疆建设、抢险救灾、抗

击非典、撤侨护航、反恐维稳，哪里

有危难，哪里就有子弟兵的身影；哪

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军旗在高高飘

扬。“谁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就把谁

放在心上。”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根本宗旨，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

命运、心连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做人民信赖、人民拥护、人民热爱

的子弟兵，就能赢得老百姓衷心拥

护，构筑起众志成城的铜墙铁壁。

什么样的军人最威武？战无不

胜！什么样的军人最可靠？勇于打败

一切来犯之敌！社会尊崇军人，就是希

望军人能把黑暗挡在身后，有效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抗美援朝回

国的指战员为什么让人“追捧”？那是

因为他们是胜利之师。军队是要准备

打仗的。“不能打仗，国家要咱干什么？

不打胜仗，人民养咱干什么？”只有深入

推进练兵备战，盯着天下之变、战争之

变、对手之变，认真研究军事、研究战

争、研究打仗，下大力提高新时代打赢

能力，做到不打则已、打则必赢，才有资

格配得上全社会的这份尊崇。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动百姓一草

一木，这是人民军队的铁律，也是赢得

人心的法宝。邱少云为大局烈火焚身

一动不动，杨业功严格自律不收一张宣

纸，救灾官兵极速而来、悄悄而走……

无数子弟兵正是靠着这种铁律和作风，

为自己赢得个人声誉，为军队赢得铁军

美誉。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广大

官兵只有不断巩固作风建设成果，严守

铁一般的纪律，始终成为纪律严明的

“代名词”，才能用好样子感召人、激励

人、引导人。

不要人夸好颜色，军人的好样子是

干出来的。广大官兵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永远奋斗，不负党和人民的如山重

托，实现灵魂再升华、本事再升级、血性

再淬火、品德再提纯，把自己锻造成“四

有”新时代革命军人，则必定能继续赢

得全社会的尊崇。

（作者单位：32137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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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即将来临，全军上下备战忙。

在边关、在海岛、在哨所，到处都有警戒

的目光、巡逻的脚步、上膛的子弹。

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历史

的教训告诫我们，以戒为固，以怠为败。

周武王曾问太公曰：“敌人夜来，三

军无备，上下惑乱，为之奈何？”太公曰：

“凡三军以戒为固，以怠为败。”各慎其

处，时刻保持高度的戒备，才能避免敌

人突袭。有了准备，“敌人若来，视我军

之警戒，至而必还”。

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刘基

在《郁离子》中讲述了一个“若石防虎”

的寓言：若石隐居在冥山山北，有只老

虎经常窥伺他家。若石便率家人昼夜

防备。因为防守严密，一年后，老虎什

么也没得到，便死了。若石大喜，自以

为虎死，再没有什么危害自己了。于是

弛其机，撤其备，垣坏而不修，藩决而不

理。没多久，有大兽而来，若石束手无

策，被其咬死。

若石只知猛虎吃人，而不知吃人的

野兽不止老虎一种。威胁暂时消失不

等于危险永远消失，什么时候都不能刀

枪入库、马放南山。柳宗元在其《敌戒》

中也阐述了这种危害：“敌存而惧，敌去

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

敌去召过。”

“山川以人为固，苟无人能拒，山川

曷足险哉？”一定意义上讲，山川之险是

抵挡不住强敌的进攻和偷袭，军队的戒

备状态、警备程度才是国家安全的重要

保证。高度戒备，进退有序，号令统一，

才能充分发挥己方力量；松懈怠倦，一

盘散沙，漏洞百出，岂有取胜之理？

兵法讲：“有备不败。”公元前 158

年，将军周亚夫率军驻扎细柳以防匈

奴，将士们平时都身披铠甲，手执锐器，

就是天子驾临亦不得随便进入，以致文

帝赞叹：“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先前在

霸上、棘门的军营如同儿戏一样，那些

将军很容易因遭袭击而被俘。至于周

亚夫，谁能冒犯他呢！”

先戒为胜，忘战必危。军人生来为

打仗，军人的“词典”里没有注释过“星

期天”，更没有收录过“休息日”。战争

不分时间，它往往发生在人们没有想

到、缺少防备的时刻。节假日如果不设

防，这比防洪堤上突然冒出的管涌更危

险、更可怕。“川雍而溃”，顶多是“伤人

必多”。而疏于战备，就会形成多种安

全威胁，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1981年6月7日，是星期日也是伊拉

克国庆前夕。在这个充盈喜庆的日子

里，伊拉克核反应堆的防卫部队让近1/3

的官兵回巴格达市区休假，使得地空导

弹部队和航空部队中某些关键岗位的值

班人数不够，无法对空袭做出及时反

应。最要命的是，空袭当天，约旦国王侯

赛因发现以色列战机编队，提醒萨达姆

加强戒备，而如此重要的情报亦被忽

略。以色列正是利用其举国忙于庆祝之

际，突袭了伊拉克，用时2分钟就使价值

4亿美元的核反应堆彻底报废了。而伊

拉克的核反应堆保护部队被以色列的突

袭炸晕了头，以色列机群在无一损伤的

情况下迅速飞出了伊拉克领空。这场代

号为“巴比伦行动”的轰炸，可以说是节

假日突袭的成功案例。

克劳塞维茨指出：“突然性是一切

战略战术的精髓。”出其不意、攻敌不备

是战争制胜的永恒法则。一部战争史

表明，很多战争就发生在节假日。1941

年6月22日，德国军队突然入侵苏联，

这一天是星期日；同年的12月7日，日

本偷袭珍珠港，也是星期日；1944年，德

军向盟军发起的“阿登战役”，发生在圣

诞节前夕；1968年1月31日，北越向南

越发起猛烈攻势，挑选的是农历新年；

1973年10月6日，埃及、叙利亚发动第

四次中东战争，选择的是犹太人的“赎

罪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别家

的教训，理应成为自家的教材。共和国

军人应该深刻牢记那些发生在节日的

战争，避免悲剧重演。

最大的年味是战味，春节更是战备

日。战争没有预演，备战永不懈怠。只

有时刻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戒

备状态，不因进退走留疏于战备，不因

思家念亲怠于职责，确保战备值班反应

灵敏、战备预案紧贴实战、战备物资准

备充分，才能有效慑止潜伏在欢娱背后

的“战争恶魔”。

（作者单位：71239部队）

以戒为固 以怠为败
■刘海涛

“抓好官兵的心理疏导，是部队经

常性工作明确要求落实的，为啥单独

列出来作为年度 10件暖心事来办？”

“训练场改建扩建，是马上要办的重点

工作，咋还要放入10件暖心事之中？”

这是一个单位在筹划新年度“10件实

事”时出现的怪现象。

其实，这种现象在一些单位见怪

不怪：办实事，非要凑够10件，11件不

行、9件也不好；有些“实事”本身就是

领导机关应该抓好的业务工作，甚至

需要尽快解决办理的，也要放进暖心

事中……这种现象不克服，不仅不能

让人感到“暖心”，反而可能让基层“揪

心”，让官兵“伤心”。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凑

“10”并不代表工作十全十美、有声有

色，而恰恰表明患上了鲁迅所批评过

的“十景病”。办好暖心事，需要领导

机关自觉克服“四风”思想，不要在数

字上打转转、乱琢磨，关键要在“实”字

上下功夫、用气力。

“实”，贵在找准真暖心的事。对一

年中事关官兵切身利益的事情，领导机

关要深入调研、切实找准。在确立实事

的过程中，应着力纠正习惯思维，防止

简单凑数，真正以是否官兵所需、战斗

力急需作为衡量标尺。事实上，只要尊

重兵意，倾听呼声，哪怕只有三五件，也

一样会赢得兵心。

办实事关键在快。现实生活中，有

的单位把实事写入党委报告，有的进入

政工网公示，有的挂在墙上作为问题列

表，但就是迟迟看不到落地落实。个别

单位甚至到了年终还未解决，干脆直接

“转账”进入下一年度。如此一来，办实

事成了“秀实事”，暖心事办成了“凉心

事”，必然会损害领导机关的形象威

信。经验告诉我们，实事办不快，就不

叫实事。既然列出了要办的暖心事，就

应树立“马上就办”的思想，用最快时间

把实事办妥。

实事，不只是年初筹划列表上的才

算数、才值得办理，有些事情是预料之

外的。特别是当前部队深化改革、转型

发展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一些需要

办理的事情常常会“意外”出现，需要领

导机关及时给予解决。据调查，很多部

队办理的实事大都不是年初筹划时“想

到的”，而是领导机关蹲点指导、检查调

研时“看到的”“问到的”“听到的”。只

有把这些实事抓在手中、落到实处，才

能让官兵感到顺心舒心。

碑不自立，誉不妄求。与其挖空

心思搞“数字工程”“政绩工程”，不如

抓紧办好几件利兵惠兵的实事。只要

领导机关把官兵放在心中，想官兵所

想，急官兵所急，不采华名、不兴伪事，

做到求真务实、真心走心，就一定能把

实事办到官兵的心坎上，最大限度激

发官兵内生动力、催生部队战斗力。

（作者单位：73087部队）

办实事莫骛于虚声
■周 林

据报载，某单位存在一种现象：机
关打靶，基层擦枪。这不仅影响基层秩
序，还影响官兵休息。近日，该部领导
听取官兵意见后明确指出，机关干部必
须牢固树立“基层至上、士兵第一”的思
想，严禁打完靶后安排基层擦枪，并以
此为契机开展“倒服务”排查活动。

这正是：
机关打靶不擦枪，

基层补位把心凉。

为兵不搞“倒服务”，

“士兵第一”记心上。

胥萌萌绘 史建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