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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玉渊潭

基层心声

某部一个连队组织夜间紧急拉
动。大家集合完毕后，几位值班员像往
常一样，大声报告分队出动情况。拉动
结束，连队干部讲评时指出，如果这是
在战场上，就等于把人员和编组情况都
“报告”给敌人。这虽然是个小细节，但
绝不可忽视。经这么一说，大家恍然大

悟。这正是：
夜间悄悄搞拉动，

报告情况却大声。

打起仗来关胜负，

战场处处有敌情。

洛 兵图 卢逸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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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四风”不能止步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奋斗，才有稳稳的幸福；实干，

成就美好的未来。

两会上，军队代表说成就、议发

展、话未来，经常说的几个字是：

干、实干、加油干！

俗话说，躺在床上的人是不能成

名的。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

来的辉煌。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是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法宝。2012年

底，习主席在广东考察时，一连说了

三个“实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靠

实干，基本实现现代化要靠实干，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实干。这一

重要指示，点燃了人们实干的热情，

拨动了人们奋斗的琴弦，激发着催人

奋进的力量。

事业的大厦是一砖一瓦砌起来

的，成功的道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

的。不论什么时候，也不管遇到多大

困难，只要脚踏实地、不懈努力，就

没有什么渡不过的难关，没有什么克

服不了的困难。改革开放 40年，我

们以敢闯敢干的勇气和自我革新的精

神，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

时代”的伟大跨越。过去五年，诸多

矛盾交织叠加，各种风险挑战接踵而

至 ， 很 多 情 况 是 过 去 没 有 遇 到 过

的。尽管如此，我们靠实干取得了

全方位、开创性成就，深层次、根本

性变革令世界瞩目。实践表明，克服

困难靠实干，应对挑战靠实干，今

后 的 发 展 也 要 靠 实 干 。 离 开 这 一

点，什么事也成不了，已经取得的成

就也会丧失。

新时代是奋斗的时代，更是实干

的时代。“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宏

伟蓝图已经绘就，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的生动画卷正在展开。人生的黄金时

期与这个伟大的时代不期而遇，伟大

的抱负与强国强军的目标高度契合。

我们是历史进程的见证者，更是伟大

时代的参与者和创造者。广阔的舞台

展现在我们面前，时代的任务已经落

到我们肩上。只有以只争朝夕的奋斗

姿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投入新时

代，才能开辟更加美好的未来，成就

我们的“诗和远方”。

干部干字当头，干部就要干事。

对于各级干部而言，干事是天职，不

干是失职。近年来，党员干部整体作

风明显转变，但还存在一些作风不

实、偷懒耍滑的现象，比如，怕干

事、不干事，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

落实差，遇到矛盾躲着走，遇到问题

绕着走，看见难点低头走。我们既要

给干事者撑腰、为改革者壮胆，又要

让机制活起来、让尺子严起来，对庸

政懒政严肃问责，决不让不干事的占

着位子，占着位子的又不干事。

实干，使今天的中国站上了新

的历史高度，东方巨轮驶向更加广

阔的水域。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曙

光在前，胜利在望，但绝非一帆风

顺、一马平川。进行伟大斗争、建

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

伟大梦想，无不需要付出艰辛的努

力；复杂的国际形势，繁重的改革

任务，更加需要保持永不懈怠的劲

头和迎难而上的魄力，勿因贪图享

受而诱发“无为思想”，勿因不求进

取而成为“庸碌之人”。用实干干出

精彩，用奋斗成就辉煌，才不负这

个伟大的时代。

实干兴邦，实干兴军。实干给人

信心、给人力量。空喊解决不了实际

问题，实干才能为伟大的时代添彩。

今天我们怎么样，今后的中国便怎么

样，未来的中国军队便怎么样。新时

代使命在肩，谋新篇继往开来。说一

千道一万，不如甩开膀子埋头干。“干

起来吧！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让我

们以不畏艰难的勇气、坚忍不拔的意

志，尽心竭力做好工作，以实干立

身、以实干创业、以实干成事，干出

实打实的新业绩，干出群众的好口

碑，干出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生动

局面。

（作者单位：陆军政治工作部）

用实干为伟大的时代添彩
■周树荣

周恩来总理是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杰出

楷模。他对自己要求之严、约束之紧，在党内

是出了名的。李先念曾说过，周恩来的作风，

“受到许多同志的赞扬，认为是值得学习的榜

样”。

周恩来加强修养的方法之一，就是经常

用“手电筒”照自己，一点不放松自己，一

点不放过自己。他检查和批评自己不是空对

空，而是实打实地说具体事。面对错误，他

经常这样表示：“拿我来说。”他批评别人，

但更多地是检查自己；他要求大家改造，自

己首先带头改造，甚至大声疾呼：“请你自己

先改造！”

周恩来常说：“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

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只有那种

要虚荣爱面子的人才会怕揭发错误呢！”有人

提议他把自己的一生写成一本书，他说：“如

果我写书，我就写我一生的错误，让活着的

人都能从我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思想改造的方法千万条，但根本的一条

就是敢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做不到这一

条，说来说去，就是不对自己“动刀子”，是

很难“改”出什么效果的。因此，敢不敢说

“拿我来说”，是衡量真改造还是假改造、真

修养还是假修养的一个标尺。敢说“拿我来

说”，是一个共产党员襟怀坦白的表现，是严

于自律精神的体现。真正的思想改造，绝不

回避自己的缺点和问题，而是时时不忘把自

己摆进去，处处检讨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现在，有的人一谈到问题，就习惯于用

第三人称，似乎所有问题都是“他”的，与

“我”无关，“批评别人是行家，自我批评变哑巴”。有的地方风气不好，有的

问题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关键少数”的头带得不好，对问题推来

挡去在原地打转，绕来绕去戳不到要害，想来想去下不了决心，不敢说“拿

我来说”，始终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把自己摆进去，才能把党员干部带起来。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

建设永远在路上。问题面前，如何查表现、找差距？如何带头转变作风、以

上率下？关键是找“四风”中的“我”，看自己尽到责任没有。找到问题中的

“我”，才能把作风建设不断推向深入。如果不愿找、找不到问题中的“我”，

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已经解决的问题还会出现反弹。

（作者单位：68612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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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常说“慈不掌兵”；今

天，我们应该加上一句“迟不掌兵”。

“迟”者，落后于时代与现实之谓

也。兵贵神速、忌迟滞。快一步，赢得

一分主动；慢一步，就可能陷入被动。

如果说，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慢意味

着落伍，那么，在你死我活的战争较量

中，慢就意味着失败与灭亡。因此，对

于军事行动而言，没有比快更重要的

了，也没有比慢更可怕的了。当然，

“迟”不单是时间与空间概念，还包含精

神、意识等更广泛的意义，如迟缓、迟

钝等等。“速”也不仅仅指行动迅捷，还

包括思想超前。“迟”不但打不了胜仗，

而且管不好部队带不好兵。

思想观念不能旧。行动上的慢，莫

不缘于思想上的旧。行动慢了容易赶

上，观念守旧则很难跟上时代。信息网

络的发展，对部队建设的影响是全方

位、深层次的。不论是军事训练还是政

治教育，不论是日常管理还是学习娱

乐，无不受此影响和制约。如果官兵已

经上岸，指挥员还在摸石头，官兵已经

穿上牛仔，教育者却在裁长衫，必然会

处处别扭、拧着劲儿。面对变化了的时

代，绝不能像毛泽东所指出的“身子早

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

上”，身子进了二十一世纪，思想还停留

在二十世纪，必须“主动来一场思想上

的革命，从一切不合时宜的思维定势、

固有模式、路径依赖中解放出来，防止

穿新鞋走老路”。

发展速度不能慢。新时代，新气

象，新作为。人民军队浴火重生，全面

重塑，脱胎换骨，面貌一新，在强军兴军征程上迈出坚实步伐。但正如人们常

说的：“我们在前进，敌人也没有睡觉。”在爬坡过坎的关键期，新体制需要适

应，新机制需要磨合，新矛盾需要解决，新任务需要完成，劲头一分不能减，

速度一刻不能慢。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篙松劲，后退千寻。发展就像骑车

走上坡路，一步慢，步步慢；少蹬一脚，就会倒退；停下来，重新起步就非常

吃力。只有不停步、不减速，保持向上的冲劲、奋斗的韧劲，才能不断巩固来

之不易的发展成果。

改革步子不能停。改革是新时代军队最亮丽的色彩。改革举措接续出台，

改革节奏蹄疾步稳，改革落点扎实有力，改革的宏伟蓝图渐次展开，改革的四

梁八柱拔地而起。可以说，军队改革成效初显，强军兴军势头劲发。但要看

到，后续任务依然繁重，改革一刻不能停，一步不能慢。“事辍者无功，耕怠者

无获。”停下来，就尽弃前功；慢下来，就贻误发展。走好改革强军新长征，是

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改革的决心一丝不能动

摇；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改革的力度一点不能减弱。

相对于官兵的热切期盼，相对于蓬勃的发展势头，个别领导和机关思想迟

疑、工作迟缓、落实迟滞。官兵有诉求，领导却顾虑重重；部队有行动，领导

却徘徊踟蹰。老套路，不对路，常常事与愿违；新思路，不上路，工作一切照

旧，当了群众和实践的尾巴。

“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一个时代已经到来的想法。”时代变了，

环境和条件变了，作战样式、指挥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我们的思想观

念、教育管理和训练方法等，也必须随之而改变。如果徘徊瞻顾，畏葸不前，

一切都“慢半拍”，被淘汰是必然的命运。过去是大吃小，现在是快吃慢。

“迟”还是快，守旧还是革新，不只是个简单的方法问题，而是关系部队长远建

设和持续发展的大问题。《易》云：“后夫凶，其道穷也。”落后者有凶险，最后

就发展到无路可走。思考超前，谋划在前，工作提前，落实快人一步，实践先

人一程，办法高人一招，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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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部机关承诺，对基层的困难

要发现一个解决一个。但不久战士

们发现，他们反映的问题有的既没

有解决也没有回音。部队党委发现

后，一件一件督促落实，不但最终

给官兵作了答复，而且严肃指出：

对问题“置之不理”的，党委绝不

能置之不管。

说了的就要办到，承诺的就要兑

现。表态表得再好，文件上白纸黑

字，落实打了折扣，就等于“放空

炮”；说过写过之后没有下文，就会

伤人心、寒人心。开“空头支票”，

说话办事没个谱，虽可以过眼前关，

但失去的是长久的信任。这种说话不

算数、有承诺无落实，对官兵实际困

难“置之不理”的作派，是官僚主义

作风的表现，绝不能置之不管，必须

坚决纠正。

服务基层、服务官兵，不是看说

得多好听，表态多响亮，而要看做得

是不是漂亮，落实是不是掷地有声。

对那种只说不做、说了不办的官僚主

义作风，必须严纠严管、毫不留情，

发现一起、纠正一起，给基层官兵实

实在在的交待。

对“置之不理”不能置之不管
■尹祖椿

“人家子弟刚出来做事，不妨先找

一个稍在人下的事，吃人打骂差遣，乃

所以成就他。如果一开始就做管人的

官，干管人的事，那就是把他置于有过

之地，误其终身。”

说这话的，是宋代的大儒、理学家

朱熹。

他为什么想起说这话？这里面有一

段缘故。

朱熹家与当朝高官刘子羽家为世

交。他的父亲朱韦斋病重弥留之际，

留遗言给刘子羽。刘当时位居少傅。

少傅是辅佐太子的官，经常与皇帝坐

而论道，甚是显赫。朱在信中以家事

托于刘。韦斋去世时，朱熹14岁。刘

在他的居住地盖了五间房子，使他能

够奉养母亲。

刘的妻子为卓夫人。朱熹一直是把

她当母亲看待的。朱的儿子叫朱平甫，

后来又与刘家结为儿女亲家，可见两家

的关系很不一般。

上面这段话，就是朱熹写给卓夫人的。

他听到夫人要给儿子谋当“干

官”。这个官，是掌管盐矿工程的，权

力很大。朱知道后，写信“以为不

可”，并说：

“人家子弟多因此坏却心性”。仕宦

人家的子弟，生长富贵之中，本不知世

事艰难，刚出来做官，就负责这样重大

的事。而上面只有使长一人可以管他，

这些人又多是“宽厚长者，不欲以法度

见绳”。而州县守令，都处在他的下

面，他可以随意指使欺凌。因而后生子

弟担任这一官职的，无不傲慢放纵，懵

然不知世事。

所以，朱熹提出让他的儿子“吃人

打骂差遣”，认为这样才是有益的。应

该说，朱熹的这个选择，是很明智的。

人生在世，谁不“差遣”别人，谁又不

受人“差遣”？成长中受的委屈，以后都

会变为财富，成为你明白的道理。

想想自己，也就是这么“受人差

遣”走过来的。

那是几十年前了。我还是一个不

满 17岁的懵懂少年，入伍来到一个团

队，被分在一营一连一排一班。除了训

练、劳动，不知是谁认为我字写得好，就

经常被借到机关去。那时候没有打字

机，组织部门洋洋万言的材料，改一遍

我抄一遍，哪敢有什么怨言。抄了多少

遍、多少字，我现在是记不清了。

后来又受“器重”被借到干部部门。

一个团几百号干部的任免表格，没明没

夜地填了一个又一个，还乐得颠颠的。

我后来的从文，未必不是由于当时

的“受差遣”。

这回终于轮到我“差遣”别人了：

“小郝，去帮我拿个快递，圆通的！”

“小益，报纸来了，分一下！”

“小张，把这个稿子打一下！”

这些都是“实录”，不过“差遣”

他们的，不是我一个人罢了。

后来有一个发现，原先那些受“差

遣”者，离开这里后，都有较好的发

展。多少年过去了，说起这些经历，有的

我已经忘记了，但他们都记得很清：谁

给我打过稿子、谁给我添过开水……如

数家珍、娓娓道出，不但没有什么怨，

还好似存了一分感激，这使我很是感

动。而想起自己当初的“被差遣”，我

也是怀着同样的感情。

佛家说：道在矢溺。道，或者说道

理，没有什么深奥，就是日用家常、日

常生活。一个人懂得人生，明白一些

道理，是不能不经过这些点点滴滴的

磨炼的。

“鼻吸三斗酽醋，方可作得宰相。”

北宋初年的宰相范质说的这句话，真可

谓阅历之言。

宰相尚且如此，一介庶民，受人

“差遣”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鹤林玉露》里，杨东山讲了他亲身

经历的一件事：

他被任命为永州零陵县主簿后，到

州里太守那里去“报到”。传话的人对他

说：等众官退了再请你。众官散去后，太

守冠裳齐整，端坐堂上。他拜见完毕，太

守问他何日交接，他回答某某日。太守

道：“可即日交割。”说完，就径直转身离

去，更不延坐，多说一句话。

杨东山回去后，几乎抑郁成疾，就给

他的朋友杨万里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

的苦闷，表示想弃官而归。杨万里看了

信，给他回信说：“这是他教诲你啊！他

日得力处当正在此。”

东山当时意犹未平，后来他涉世稍

深、阅历渐广，终于明白“此公善教人”，

领会了“吃人打骂差遣”的益处。

“吃人打骂差遣”不都是坏事
■田之章

长城论坛

“迟”者，落后于时代与现实
之谓也。对于军事行动而言，没有
比快更重要的了，也没有比慢更可
怕的了。“迟”不但打不了胜仗，
而且管不好部队带不好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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