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边随笔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干是成就事业的必由之路，对党员干部来说，也是新时代新征
程上为实现伟大目标而奋斗的必备素质和能力要求。习主席反复强调实干精神，特别是针对
“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强调要“拿出过硬措施，扎扎实实地改”。军事领
域的竞争，是实打实的较量，聚力主责主业，尤其来不得半点虚假，要把各项决策部署和工作任
务真正落到实处。这一期的“修养视点”围绕力戒空谈、崇尚实干，与读者作一交流。

空喊千百遍，不如务实干 “善”具有深刻的伦理学和哲学内

涵，也是衡量一个人品行的重要道德

标准。历览前贤，凡能在历史潮流中

赢得民心天下、名垂青史者，必以“善”

为本心，行善事，为善人，厚德以载

物。对党员干部而言，能“择善”、会

“择善”，也是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一

个重要方法。

择善人而交。“交善人者道德成”，

结交道德品行好的人，就会形成受益一

生的“朋友圈”。“君子慎所择，休与毒兽

伍”，结交朋友须慎重选择，防杂戒滥，

不能结交那些“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的功利性朋友，应当结交能在关键时候

提善言、讲实话、点错误的良师益友。

对党员干部而言，还要注意放下架子，

多接地气，多与普通群众交朋友。交

往切记不能拉帮结派，利益捆绑，搞

“小圈子”。注重净化“朋友圈”，让“朋

友圈”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让朋友成

为督促和鞭策自己前进的“马鞭”。

择善书而读。书籍是人类文化的

结晶，是成长进步的阶梯。读书是党

员干部练好“内功”的“法宝”。读

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得到智慧

启迪，滋养浩然之气。党员干部要把

读书当作一种思想态度、一种生活习

惯、一种理想追求。不仅要“勤读

书”，还要“读好书”，一是认真学习

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原原本本

读原著，自觉通过勤奋学习跟上党的

理论创新步伐；二是立足干好工作所

需，缺什么就补什么，特别是要注重

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三是着眼开

阔视野厚实学养，积极接受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熏

陶，从中汲取为人处世、修身养性的

营养，使自己“腹有诗书气自华”。

择善言而听。“君子受言以达聪

明”，善言并非都好听，而重在有益。

只要是听了能得到点拨、得到促进，有

益于完善自己的话，即使是逆耳之言，

也可称善言。善言的本质在于“真”，

古人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求真就

要全面客观地听。党员干部要多到一

线了解真实情况，从官兵中听取真实

意见，从深入调查研究中找到解决问

题的正确方法。求真还要豁达宽容地

听，多听“刺耳的声音”。“言者无罪，闻

者足戒”，要善于从牢骚话里听出真

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择善行而为。“行善”是仁义之本，

党员干部多行善事，就是要始终牢记

我党我军宗旨，把为群众办实事、解难

事、做好事当成自己的分内事，把

“为民、务实、清廉”当作行善的座

右铭，敢作为、能作为、善作为。另

一方面，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

以律己，以自身模范言行为部属作出

表率，立起善行的标杆。能够守得住

清贫，经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始

终讲政治、讲大局、讲担当，永葆共产

党人的政治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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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谚语叫：“烙饼再大也大不
过烙它的锅。”其中蕴含着朴素的人生
哲理。烙饼的大小正如人生的价值，成
就烙饼的锅则象征着一个人的格局。
当下，我们正以全新姿态奋进在新时代
的征程上，应当思考一个问题：自己心
中的这口“锅”，究竟能烙多大的“饼”？
“谋大事者首重格局”。有多大的

锅，才能烙多大的饼；有多大的格局，才
能成就多大的事业。从古至今，无数仁
人志士之所以能够青史留名，皆离不开
“格局”二字。光耀文坛的陶渊明倘使
真的为五斗米折腰，断然不会有隐逸脱
俗的美名流芳和美文传世；“能抵五个
师”的钱学森面对威逼利诱不为所动，
毅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不朽功勋
背后是对祖国的忠肝义胆；蜚声世界的
居里夫人成功提炼出镭之后，首先想到
的是公布成果而不是申请专利，也是一
种无私奉献的大格局……大格局与大

担当、大作为总是相伴而行，推动着历
史潮流奔涌向前。

某种程度上讲，格局决定结局。
当前，强国强军征途如虹，正是干事创
业的好时候。按理说，每个人的“锅”
应该随之增大，可有些同志的“饼”却
越烙越小了。有的想的不是怎样提高
素质本领，却总在琢磨怎么让自己的
“小日子”更舒服；有的面对国防和军
队改革的时代大考，却只牵挂涉及自
身利益的那“一亩三分地”……丰裕的
物质条件固然可以带来一时的“小确
幸”，却带不来长久回味的“获得感”。
戎装在身，使命在肩，倘若囿于自我的
小格局而驻足不前，迟早会被鲜花丛
中的荆棘刺破双手。

格局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宽广。
如今，改革强军的破浪巨舰已至中
流，全军上下自当奋楫勇进，每名官
兵都要勇于扛起时代赋予的重任。要
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家国情怀，
小平台有大规划、小岗位有大作为；
有“一篙松劲退千寻”的危机意识，
前进的步伐慢不得、更停不得；有
“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奉献精神，在关
键时刻作出正确的抉择；以实际行动
坚定不移地将改革进行到底，为实现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
界一流军队作出应有的贡献。

有多大的锅，烙多大的饼
■张鑫生

“备预不虞，为国常道”。习主席引用

这句古话来强调“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

之”，郑重警醒全党：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

安，就必须在平日预防“不测之忧”，以免

遭到灾害、战乱等危机时无法应对。

据《左传》记载，鲁国正卿季文子将

要出使晋国，他先派随从向人请教：出

使期间，如果晋国发生国丧，应该用怎

样的礼节？当时晋国没有出现这种情

况的先兆，随从对此很不理解。但季文

子认为，做了准备而没有发生并没关

系，如果一旦出现再临时请教就困难

了。巧合的是，季文子到晋国没多久，

晋襄公就去世了。虽然突遭晋国国丧，

但因为早有准备，此次出使得以顺利完

成。后来魏征就用“备预不虞，为国常

道”这句话，来劝诫唐太宗要居安思危，

常怀忧患意识。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深谙历

史发展规律、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具有

洞察未来的深邃眼光，常怀忧患意识，

强化底线思维，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高

超的领导艺术化解风险，把党和人民的

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早在党的七大上，面对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大好形势，

毛泽东同志却一口气列出了我们党可能

遇到的“十七条困难”，包括失去几大块

根据地，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

经济困难，国际长期不援助我们，等等，

并对此提出应对之策，从而清除了党内

的和平麻痹思想和骄傲情绪，在后来的

斗争中掌握了战略主动，带领全党和全

国人民夺取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治国理政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得到了全党和

全国各族人民的赞许，在国际上也产生了

深远影响。在取得伟大成就、昂首进入新

时代的时候，习主席反复强调要“居安思

危、知危图安”，告诫全党“越是取得成绩

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

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

颠覆性错误”。只有常怀忧患意识，时刻

保持清醒头脑，才能在成绩面前看到差距

和不足，保持不懈奋斗的精神状态；才能

在困难面前有备无患，把握主动权，下好

“先手棋”；才能少些急功近利，多些历史

耐心，有效应对风险和挑战。

我们党90多年的光辉历史反复证

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树立

危机意识，把困难预见得多一些，把问

题考虑得周全一些。这不是杞人忧天、

庸人自扰，而正是有力量、有信心的表

现。我们的事业正是在预见困难和问

题、战胜风险和挑战中得以不断推进

的。历史也将昭示，前进道路上，有“准

备困难”，就必定有“事业成功”。

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亡则存。居

安思危是执政者应有的基本素质，也是

执政者应有的政治责任。面对波谲云诡

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

任务，我们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

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

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

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

战。忧患意识什么时候都不可或缺，而

且形势越好，发展越顺利，就越需要克服

懈怠情绪、增强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

维。这样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

台”，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备预不虞化风险
■何东平

党的十九大报告为国防和军队建
设擘画出宏伟蓝图。要把蓝图变为现
实，关键在实干。再伟大的设想，如果没
有实干作基础，也会沦为空想。一个人
的成长进步离不开实干，一个国家与民
族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实干。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我们国家在一穷二白情况下，能
把“两弹一星”研制成功，靠的就是无数
科研工作者的艰苦奋斗、奋力拼搏。可
以说，要想成就一番事业，没有饱满的工
作热情不行，没有严谨务实的作风不行，

没有一以贯之的实干精神更不行。
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

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
难者。如今，历史的接力棒责无旁贷
地交到了我们这代人手上。我们身处
的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我
们所处的时代，是为实现伟大梦想而
奋斗的新时代。可以预见，中华民族
越是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前进道路
上所遇到的困难和阻力就越大，面临
的风险和考验就越多。中华民族要屹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巩固的国防
和强大的军队作支撑，人民军队肩负
的使命神圣、责任重大，每一名军人只
有撸起袖子加油干，扑下身子用心干，
才能攻坚克难、不辱使命，向党和人民
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实干要有清晰的思路、饱满的热
情、坚定的信念，需要在纷繁复杂的环
境中强化全球视野、战略思维和机遇意
识，把强军事业放到国际格局深度调整
的大背景下去认识把握，放到世界新军

事革命的大潮流中去理解谋划，放到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去整
体推进。尤其是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要起好步开好
头，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地干在实处。

实干要集中落在备战打仗的主责
主业上，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各
项任务向打仗用劲，全部心思向打仗
聚焦，真正把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
的标准立起来、落下去。无论是抢险
救灾、海外维和，还是训练演习，推进
各项工作，必须要有练兵备战等不得
的紧迫感、“假如战争明天就要打响”
的危机感，始终用责任和担当、牺牲和
奉献书写对党的绝对忠诚。坚持实战
实训、联战联训，用争创一流、追求卓
越的精神，全面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作者单位：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

强军一定要实干
■程荣贵

习主席指出：“在重大决策和部署
作出之后，还要研究具体办法，明确具
体责任，一环一环地去抓，这样才能实
现各项决策和部署的全面落实。”抓好
落实才能梦想成真，讲究方法才能事半
功倍。有了实干的决心，还要注重提高
实干的本领，只有摸清实情、把握规律、
掌握方法，才能干到点子上、抓到要害
处，真正出成效。

着眼解决问题真抓实干。邓小平
同志说：“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
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真
抓实干必须强化问题意识，自觉把“以
解决问题促进建设”作为一种思维方
式，围绕解决问题搞谋划、想办法、抓落

实，在发现和解决问题中提升能力。找
准问题是前提，正视问题是胆识，解决
问题是目的。问题一经发现，就要全神
贯注，不等不拖，把原因分析透，把突破
口找准，及时解决，防止把简单矛盾演
化成复杂矛盾，小问题变成大问题。解
决问题要有信心、有决心、有恒心，咬定
青山不放松，不达目的不罢休。

按照客观规律真抓实干。真抓实
干，本质要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无论
军事工作、政治工作，还是科研工作，都有
其自身规律，我们要做好这些工作，必须
主动认识规律、科学把握规律，自觉按规
律办事，形成符合客观规律的思路和办
法。尊重客观规律必须有科学态度，来不

得半点虚假。要追求真知，注重实证，在
思考和研究中排除主观因素影响，揭示事
物本来面目。理论研究是认识把握客观
规律的必由之路，必须进一步强化研究意
识，浓厚学术氛围，抢占理论创新的制高
点，及时将实践认知进行总结升华，形成
理论成果，再用于指导和推动实践，坚持
用新视角审视新事物，用新思路筹划新发
展，用新办法解决新问题。

提倡持之以恒真抓实干。真抓实干
不是盲干蛮干，既要有干劲，又要集聚众
智，不断提高工作成效。发展的道路上，
困难和挑战绕不开、躲不掉，需要党员干
部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带头担当、带头
负责，拿出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知难而进、敢于碰硬、
敢于较真，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
名，在关键时刻、抓重要工作要冲锋在
前、落实在先。“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古今
事业皆成于实”，细节决定成败，小事成
就大事。在干事创业中，既要有远大追
求，更要从一项项基础工作抓起、一件件
小事干起，从正在从事的工作做起，积小
胜为大胜，积跬步至千里。

扭住转变作风真抓实干。实际工作
中，一些单位往往出现抓不具体、抓不到
位、抓不出实效的情况。归根结底，是因
为欠缺真抓的作风和实干的劲头。抓工
作要把立足点放在实干上，防止重形式轻
内容，重口号轻行动，重数量轻质量，重眼
前轻长远等现象。坚持战斗力标准，对那
些虽然上级看不见、但对单位长远发展有
利的事情，也要扑下身子干好，扎扎实实
抓好。干工作最忌浮在表面，飘在上面。
领导干部要沉下去，多关心基层官兵的冷
暖，多帮助基层解决难题。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国防工程研

究院）

努力提高实干本领
■李 泉

有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你开会
我开会大家都开会”，下联是“你发文我
发文大家都发文”，横批是“谁来落
实”。可谓是对现实中一些工作落实上
的不良作风的形象刻画。落实决策部
署就要真抓实干，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
实，而是做表面文章，那么再好的目标，
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作风建设持
续深入，反“四风”、正作风取得扎实成
效。然而不可否认，懒政、怠政现象一
定程度上依然存在，最为突出的表现就
是工作落实不到位。有的领导干部知
行两张皮、说做两个调，表态很坚决、口
号很响亮，但实际落实中却左顾右盼、
行动迟缓，甚至把“说了”当成“做了”，
把“做了”当成“做好了”；有的“不怕群

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问题面前
不是考虑如何提高落实质量，而是费尽
心思搞些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的政绩工
程、面子工程；还有的搞选择性落实，
“柿子尽挑软的捏”，对那些难啃的硬骨
头能躲就躲，能绕则绕。

为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提振士气，
提高落实质量和效果，进行必要的表态
无可厚非，适当的形式必不可少，选择相
应的策略理所应当。但是，抓工作落实
的根本不在于嘴上说得多漂亮、调门有
多高，面上工夫做足没有，而在于有没有
实实在在的行动，敢不敢真刀真枪干。
当前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间紧任务
重，国防和军队改革也进入攻坚期深水
区，必将面临许多深层次矛盾问题，容不
得我们迟疑观望。热衷空谈作秀，追求

形式华丽、外表光鲜，而没有求真务实的
科学精神、真抓实干的责任担当、攻坚克
难的有效举措，必然导致工作“打滑”“空
转”，问题矛盾得不到根本性解决，结果
只能错失发展机遇，给党的事业造成损
失。

领导干部掌一方之治权，领一方之
教化，其工作作风好坏不仅关系事业发
展，也影响着一个单位的内部风气。领
导干部做事雷厉风行、落实坚决果断，
下级必不敢虚与委蛇、敷衍塞责，同时
也能立起一种鲜明的政治导向，形成求
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干事氛围。反之，
如果只重表态，而怠于落实，习惯于把
矛盾往上交、责任往下卸，则会形成层
层都表态、但层层不落实的被动局面；
也难免会给投机钻营、曲意逢迎者留下

生长空间。
领导干部的形象就是党的形象，群

众评价领导干部，最直观的标准就是看
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实不实，能不能解
决实际问题。群众之所以对一些领导干
部有意见，往往也都是因为他们落实工
作不严不实。上面制定一项政策，群众
满怀期待，如果领导干部只说不练，敲锣
打鼓、虚张声势地虚晃一枪，就会让好政
策落不下去，最后流于形式，不仅没有解
决实际问题，更严重的会在群众中造成
不良影响，削弱领导干部说话办事的号
召力，降低党的方针政策的公信力，消解
群众对党的信任，疏远党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动摇我们党的执政根基。

我们今天取得的成就来之不易，事
业发展的机遇稍纵即逝。推进党的事
业，决不允许“占着位子、混着日子”，在
空忙、空转中耽误发展机遇、透支人心士
气、挥霍发展红利。要按照习主席指示
要求，“针对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
差等突出问题，拿出过硬措施，扎扎实实
地改”，培养真抓实干、求真务实的领导
作风，提高抓工作落实的能力素质。

（作者单位：32158部队）

落实勿做表面文章
■文 章

编
者
按

生活画语

●“谋大事者首重格局”。有多
大的锅，才能烙多大的饼；有多大的
格局，才能成就多大的事业

修养视点

●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亡则
存。居安思危是执政者应有的基本
素质，也是执政者应有的政治责任

谈 心 录

●对党员干部而言，能“择
善”、会“择善”，也是保持先进性
纯洁性的一个重要方法

方 法 谈

逃避应尽义务与追求不当利益，都是可耻的。
彭长征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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