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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

前不久，某旅夜间组织综合演练
过程中，因部分官兵智能手环设置了
“抬腕亮屏”功能，导致部队行踪暴
露。对此，他们及时组织讨论反思，引
导官兵合理使用电子产品，助力部队
战斗力提升。

这正是：
披星戴月静悄悄，

举手抬腕成靶标。

便捷还须防泄密，

紧贴实战练真招。

罗 园图 田宝华文

谈训论战长城瞭望

长城论坛

基层心声

军人的职责重于泰山，神圣而光

荣。学习贯彻新的共同条令，首要的是

牢记职责、忠于职守。

军人职责，历来是共同条令规范的

重要内容。新颁发的共同条令一个鲜

明特点，就是强调军人要树牢职责意

识，严格履行职责。

广大官兵是部队建设的主体，是战

斗力的“刀尖”。只有每名官兵理解熟

悉职责，严格履行职责，做到忠于职守、

不负重托，才能保证整个军队系统协调

有效地运转，进而忠实履行使命任务，

担当强军重担。

正是从这一意义出发，新的《内务

条令》有两处重要修改：一个是，在

“军人誓词”中增加“忠于职守”内

容。军人誓词既是军人的诺言，也是

党和国家对军人的基本要求。每个军

人都必须明白：忠于军人誓词是军人

的天职，违背誓词是军人的耻辱。另

一个是，对“军人职责”一章作了大幅

度的修改。比如，增加了“深入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冲锋在前，不怕牺牲”“掌握打仗

本领”“忠诚勇敢，敢于担当，清正廉

洁”“自觉接受教育、管理和监督”等

规定，进一步充实完善了军人职责的

具体内容。

“天地生人，有一人当有一人之

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

职责，从一般意义上讲，是职位与责任

的统一。军人职责，是军人在其职位

上所应承担的责任，也是军人在战斗

训练和执勤工作等公务活动中的行为

准则，具有法定性、政治性和强制性等

特点。

军人职责的本质属性是法律义

务。在国家立法层面，《国防法》明确规

定，“现役军人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受

法律保护”；在军队立法层面，《内务条

令》具体规定了军人的职责，都是军人

职责法定性的表现。对军人职责采用

立法的形式明文规定，使其具有绝对的

权威性和广泛的约束力，不仅有利于全

体军人在公务活动中认真负责、忠于职

守，更有利于军队担负起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如山重任。

革命战争年代，子弟兵“不吃一个

苹果”；进入新时代，指战员选择“最帅

的逆行”，都是人民军队政治性的鲜明

体现。我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

的武装力量，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

石。军人的职责，鲜明地体现了我军的

性质、宗旨、使命，以及党、国家和人民

对军人的基本要求。作为一名军人，忠

实地履行职责，就是要忠于党、忠于国

家、忠于人民，强化“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深扎忠诚核心、拥戴核心、

维护核心的思想根基。

军人生来为战胜，其使命特殊、

任务特殊、作用特殊，强制性是履职

尽责的重要保证。军人职责由法律

明文规定，军人是否履行职责便形成

了执法、守法与违法的区别，不履行

职责的行为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如对严重违反军人职责，给国家

的军事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并触犯刑

法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这通

过《纪律条令》的有关规定和《刑法》

有关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的规定得

以体现。

人民军队肩负着“巩固国防，抵抗

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

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重大任务，是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钢铁长

城。“自古军旅多艰险，从来为武少安

闲。”军事职业从来就与安乐和舒适无

缘，而总是与“苦、累、险、忧”相伴。广

大官兵只有认真学习贯彻新的共同条

令，坚持把履行职责作为行为准则、价

值追求，自觉维护核心、听党指挥，不畏

艰险、甘于奉献，推进改革、矢志强军，

能打胜仗、不辱使命，崇德向善、崇严尚

实，才能成为“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

无愧于人民的爱戴、社会的尊崇。

（作者系《内务条令》课题组组长、

军事科学院军事法制研究院军事法制

综合研究中心主任）

履行军人职责 担当如山使命
——“贯彻落实新条令，塑造军队好样子”系列谈⑥

■冯定汉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

决策权。”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

也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当前，部

队建设正处于力量重塑的黄金期、体系

融合的关键期、能力升级的爬坡期，大

事难事叠加，机遇挑战并存，尤其要强

化调查研究，注重发现“铁的事实”。

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发现

那些被忽视的“实际事实”，进而“更具

体地以铁的事实来解答我们现在许多

问题”。只有在错综复杂的事实表象

中挖掘出“铁的事实”，才能使决策更加

科学合理，推动矛盾问题的妥善解决。

否则，就会如同盲人摸象，看似掌握“真

凭实据”，实则一叶障目，很容易导致决

策失误。

反观现实，一些调研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的现象仍然存在，阻断了通往“真知

灼见”的桥梁通道。有的是“被调研”，看

示范样板，听“标准”汇报；有的搞“浅调

研”，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还有

的是“伪调研”，带着“思想框子”下去找素

材，预设结论，按需求证。这些所谓的“调

研”，调研报告越写越长，但距离“铁的事

实”越来越远，非但不利于推动决策、解决

问题，反而会使基层疲于应对，损害了上

级机关的形象威信。

发现“铁的事实”，最怕“眼睛被欺

骗”。只有牵住了调研的“牛鼻子”，才

能拨开“云雾”见真章。1985年，习仲勋

来到江西兴国县调查，在该县一户安排

好的农家，他对当地陪同视察的同志

说：“你们事先安排好了让我看的，我不

看！”真正需要被调查出来的事实，往往

就隐藏在事先没有准备的地方。只有

多些“自选动作”，既看“前庭”和“窗

口”，也看“后院”和“角落”，多搞不打招

呼、不作安排的随机性调研，真实把握

全局信息，方能“不畏浮云遮望眼”。

发现“铁的事实”，离不开“蹲下去看

清蚂蚁”的调研精神。焦裕禄有句名言，

蹲下去才能看清蚂蚁。他靠着一辆自行

车和一双铁脚板，跑遍了兰考120多个大

队，直到被送进医院前一天还在基层调

研。调研是一场脚踏实地、融入官兵的生

动实践，也是一次凝心聚力、集聚兵智的

作风锤炼。坚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多

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

设身处地掌握官兵所思、所想、所盼，必定

能获得一手的资料、有益的启示、科学的

办法。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发现“铁的

事实”，贵在学会“解剖麻雀”。调查研

究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把

握事物的现象飞跃到认识事物的本质

和规律的过程。要带着问题去调研，在

调查的基础上把所有信息梳理归纳起

来，进行一番交换、比较、反复的工作，

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

表及里，洞悉事物的发展规律，找到精

准有效的解决办法。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练好调查研

究基本功，形成“接地气、求实效”的调研

新风，关键在于上上下下都有求真务实

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切实为新时代强

军事业夯实谋事之基、拓宽成事之道。

调研贵在发现“铁的事实”
■王海超 何志斌

“一生为国铸核盾”的“核司令”

程开甲、倾情“北斗”的“牧星人”

谭述森、潜心空气动力学研究的风洞

专家廖达雄……连日来，一大批军队

科技创新人才经过主流媒体的集中报

道，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他们在打

造“国之重器”的国防科技领域，不

等不靠、忘我投入、奋力攀登，将一

个个高端核心科技成果推向世界前

沿，为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提供了坚

实的科技支撑。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

人。”仔细阅读这些科技英才的先进事

迹，我们不难发现，在他们身上，有

一种共同的精神特质：在国外严密封

锁、研发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始终坚

持独立自主、锐意进取、艰苦创业，

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发

展道路。正如“两弹一星”元勋王淦

昌所说：“我们不能用钱从国外买来一

个现代化，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才

能创造出来。”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在科

技 竞 争 领 域 ， 人 才 竞 争 是 核 心 竞

争 。 有 了 站 在 世 界 科 技 前 沿 的 人

才，科技创新就有了源头活水。只有

培养大批具有自力更生精神的人才，

才能实现“在自家地基上盖房子”，

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如果寄

希望于技术引进、市场买卖，就容

易 遭 受 “ 断 供 ” 之 痛 ， 甚 至 陷 入

“卡脖子”的窘境。

“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

推动科技兴军，开发核心技术，关键

在于激活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落实

到每名科技工作者身上，就是要有独

创精神。程开甲、马伟明等创新英才

身上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对

每名科技工作者都有普遍的示范意义

和巨大的激励作用。像他们那样勇攀

科技高峰，我们就一定能迎来科技兴

军的春天。

当年，科研前辈们在一穷二白的条

件下，硬是“勒紧裤腰带”，凭着一口

气、一股劲，攻克了许多国际上公认的

难题，研制出“两弹一星”。如今，经

过一代代科研人的接续奋斗，我国科技

创新领域亮点纷呈：从“天眼”探空到

“蛟龙”探海，从“墨子号”卫星到

“长征五号”火箭，深空、深海、深

地、深蓝，科技创新领域“国之重器”

纷纷涌现，自主创新之音越来越激越昂

扬。可以说，一部强国强军的科技发展

史，就是一部自主创新的人才成长史。

没有人才的独创精神，就没有中国科技

的今天。

“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也。”

军事领域从来都是对抗最激烈、也

最需要创新精神的领域。如果说战

争的最高艺术是“你打你的，我打

我的”，那么科技创新的最高境界何

尝不是如此？只有摒弃照搬照抄式

的“拿来主义”，让更多自主创新的

科技人才竞相涌现，关键时刻才不

会受制于人。

战争实践证明，花钱买来的战斗

力最终只会昙花一现，只有独创独

有，拥有自己的“撒手锏”，才能形成

技术优势，掌握战场主动权。和平时

期，打好核心技术研发攻坚战，打造

高素质创新人才群体，不仅是制胜战

争的重要基础，也是有效慑敌的重要

保证。

创新人才培养绝非一日之功，自

主创新之路也不会一马平川，需要我

们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同时，我们

还面临“技术突破陷阱”，即每当我们

突破一项核心技术，国外相关技术产

品随即大幅降价，并以其质量、寿

命、可靠性等优势，诱使我们放弃对

自主创新成果进一步的改进，进而扼

杀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面对这样的

陷阱，我们更应保持警惕、坚定信

心，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让创

新之花结出累累硕果。

一流的战斗力需要一流的科技，

一流的科技源于一流的创新，一流的

创新呼唤一流的人才。实现强军兴

军，需要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

技领军人才和一线创新人才。只要我

们拿出“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恒心韧

劲，通过自主创新实践来发现、培育

出更多创新型人才，就一定能阔步迈

向科技兴军新征程。

（作者单位：武警警官学院）

靠自力更生锻造大国重器
■杨 斌

对于刑侦人员来说，“痕迹”能在案

件侦破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基

层带兵人而言，却不能把心思和精力用

在“留痕”上，更不能把“痕迹”当作政

绩。

凡从政者，都希望有所作为，交出

一份合格答卷。然而，真正的政绩绝

不是轻易得来的，只能通过大量实而

又实、细而又细的工作创造出来。基

层生活中，类似于教育笔记、课目示

范、图表规划等等，只能称之为工作

“留痕”，决不能等同于成绩政绩。如

果把“痕迹”当作政绩，就会形成错误

的工作导向，乃至滋生形式主义。带

兵人只有把纸面上、记录里的内容抓

实、抓深、抓出效果，才能取得实打实、

硬邦邦的政绩。

实际工作中，基层带兵人把“痕

迹”当作政绩的现象并不鲜见。一些

单位各类筹划部署不可谓不细致，而

事实上并未严格落实；有的政治教育

教案一大堆，各种登记统计一大摞，确

实管用实用的寥寥无几；还有的谈心

谈话并未落实，专项学习并未进行，笔

记记录依然漂漂亮亮……诸如此类，

靠抄一遍、填个表、补笔记来体现“政

绩”，不但背离正确的政绩观，还背离

工作的意义，背离战斗力标准。

显绩是潜绩的结果，地平面上的光

彩离不开地平面下的铺垫。少数带兵

人之所以把“痕迹”当作政绩，归根结底

还是“显绩”思维作怪。基层干的多是

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短期内往往见

不到成效。要想干出成绩、创出政绩，

必须扑下身子、狠下功夫，日日为继、久

久为功。一旦有了急功近利的想法，精

力难免会偏移到图好看、“栽盆景”的

“留迹工程”上来。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把“痕迹”当

作政绩，也与某些机关评判工作只看

“痕迹”的错误导向有很大关系。一些

机关检查工作多是看纸面上、电脑里的

“痕迹”，逼得基层不得不在作记录、抄

笔记上耗费大量精力。有的检查组来

了往往不问干得怎么样，就看记得怎么

样，教案有个错别字，战士笔记没记全，

就说教育没搞好。事实证明：如果评判

方式不对头，很容易把方向搞偏了、把

作风搞坏了。这就需要机关及时纠正

错误的评判导向，始终以战斗力标准衡

量一切，避免基层搞空洞无用的“留痕

工程”，真正把心思和精力用在抓落实、

谋打赢上来。

（作者单位：商丘军分区）

莫把“痕迹”当政绩
■夏宗长

练兵不封顶，强能无止境。新军事训

练大纲增加了训练时间，提高了训练难度

强度，加大了训练消耗，强调把技能练到

极致、武器用到极致，增加武器装备极限

性能、边界条件、干扰条件、复杂环境下操

作和实战运用训练。这是实战化训练的

必然要求，也是练兵备战的迫切需要。

绝杀就要练绝招。要想打赢战争，

没有绝招不行。而绝招决不会轻易得

来，它往往是极限训练的馈赠，是练到极

致的成果。正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

观千剑而后识器。”没有精益求精，怎能

百步穿杨？没有千锤百炼，哪有肌肉记

忆？没有游刃有余，谈何臻于至境？

今天,很多部队为了练就超越强敌

的硬功，开展了极限训练。武警部队“魔

鬼周”训练，30公里急行军、泥潭搏击格

斗、污浊水塘潜水等科目连贯实施；空军

“金飞镖”竞赛，全程设置作战背景、昼夜

间持续组织、打击目标临时给定；海军辽

宁舰航母编队“背靠背”演练，先后开展

突破潜艇威胁区、远海制海制空作战、复

杂海况下舰载战斗机起降、陌生海空域

战术对抗等高强度训练。

追求极限，才能成就卓越，这在任何

领域都具有普遍意义。100米和200米世

界双纪录保持者博尔特，为加强爆发力

每周都要进行艰苦卓绝的力量和举重训

练，不断挑战身体、心理、意识的极限。

从9秒69突破到9秒58的百米成绩背后，

包含着他无数次挑战自我、挑战极限的

努力。对于军人而言，追求极限就是要

将个人潜能、装备性能充分挖掘出来，练

出人无我有、人有我强的绝招硬招。

什么时候刻苦训练、极限训练，什么

时候就能练出精武标兵、打仗能手。上

世纪60年代“郭兴福教学法”被发现和

推广后，全军迅速掀起了群众性大练兵

大比武活动。正是这一追求极致、挑战

极限的训练，练出了一大批神枪手、神炮

手、神瞄手、神算手。

进入信息化时代，战场上发现即摧

毁、开战即决战，任何微小的差距都有可

能影响战争胜负。快敌一秒就能领先一

步，精敌一米就能胜敌一筹。要想打赢未

来战争，就必须争速度、精度，在人装结

合、战场适应、一体化联合等方面下硬功

夫。每一点进步，都是量变到质变的结

果。如果没有极限训练引发的质变，就领

跑不了训练场，也无法制胜未来战场。

现实生活中，却有少数官兵存在精

神懈怠、思想麻痹，安于现状、不求进取

的现象。有的把安全底线抬得过高，不

愿涉足险难课目；有的怕苦怕累，只想

过得去不求练得精；还有的训练科目过

于简单，好像“过家家”，很难把自己逼

到绝境、难到极致……诸如此类，必然

与新大纲极限训练的要求相去甚远，更

与国家安全形势和我军训练任务不相

适应。

“战争只会舍弃胆怯的人而不是勇

敢的人。”战争是勇敢者的游戏，训练也

是血性的锤炼。练到极限就要敢于承受

“换羽重生”之痛、“拔节生长”之苦。倘

若意志薄弱、知难而退，瞻前顾后、畏首

畏尾，不充分挖掘并突破心理、生理、意

志等方面的极限，就难以实现作战效能

的最大释放、作战能力的最大提升。

止步不前擦不亮刀尖子，打破舒

适区、适应区才能不断开辟训练新区、

提升训练新境。“三栖精兵”何祥美，在

承受巨大身心压力下持续下潜，创造

了全队潜水极限纪录；“飞鲨”第一人

戴明盟，在完成超负荷、大密度、高难

度科研试飞400多架次，绕舰飞行数千

架次之后，终于探索出航母飞行的一条

新路……他们正是敢于打破禁锢，勇于

突破禁区、突破自我，才刷新了训练纪

录，提升了训练空间。

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强

军兴军的伟大事业等不得、慢不得，练兵

备战的职责使命麻痹不得、懈怠不得。

提高新时代打赢能力，既要改头换面，又

要脱胎换骨；既要全面过硬，又要高招绝

招。唯有练到极致，激发官兵最大潜能，

挖掘装备最强性能,跨越临界点、突破极

限值，才能在对敌较量中敢于亮剑，胜敌

一筹，赢得胜利。

（作者单位：32144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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