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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中哲丝

言简意赅

●学先辈修养 话强军使命●

好学才能上进，好学才有本领。
一支军队有学习力，才能出战斗力。
世界各国的军事实践证明，若想打
败对手取得胜利，最重要的法则之
一就是，比对手学得更快更好。

习主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
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
向未来。”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要
练就担当的铁肩膀，提高能打仗、打
胜仗的能力，就必须以“唯恐一觉醒
来就落伍了”的“本领恐慌”感，坚
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
之、笃行之，以学益智，以学修身，
以学增才，不断通过学习和实践提高
自己的全面素质，努力走出少知而
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着
力克服本领不足、本领落后的问题。

刀靠磨，钢靠锻，真功硬功全
靠练。战争是血与火的较量，任何
时候都是硬碰硬、实打实，来不得
半点漂浮和虚假。只有平时付出比
对手更多的心血和汗水，才能在战
时赢得主动，取得胜利。如果每天
都只抱着“得过且过”“明日复明
日”的思想，当战争真的来临，必
将是仓惶落败。所以说，有“本领
恐慌”感不仅是任务的指引、进步
的需要，更是我们每名军人都必须
要有的思维和意识。唯有自觉坚持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打仗需要什
么就苦练什么、部队最缺什么就专
攻精练什么，才能够练就一招制
敌、打赢制胜的本领，有效履行使
命，真正实现军人的价值。

学习力出战斗力
■武警三门峡支队 李新科

例行体检，作为一项健康管理制度

也好，医疗福利政策也罢，对于保障官

兵身体健康、以更好的身体状态投入紧

张的工作和训练，是十分必要的。而同

样必要的是应该时常给自己的思想做

做“体检”。与身体体检不同，思想“体

检”从项目设置到“体检”过程，再到针

对“体检”结果进行深入的“病理”剖析，

进而制订科学合理的整改方案，多半要

靠自己来完成。

给思想“体检”因人而异。作为一名

军人，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经常查一查

这些指标的升降涨落。

履职尽责的意识有没有松懈？军人

的天职是打仗和准备打仗。然而，长期

的和平环境使有些官兵不同程度患上了

“和平病”，总认为战争离我们还很遥远，

或多或少产生懈怠。对此，要来个思想

大扫除，看看思想深处还有哪些和平积

弊，摆一摆表现，查一查病根，想想自己

对本职工作是不是全身心投入，对本专

业领域的知识储备和技能掌握是否做到

了精而又精，专而又专，是不是以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的态度练兵备战？由于分

工不同，岗位各异，各人的职责也不尽相

同，但有一点却是相通的，那就是任何时

候都不能忘记军人的本分，不能让与备

战打仗无关的事干扰分心。

遵纪守法的观念有没有弱化？当前，

全面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步入

新的轨道，开启新的征程。应该说，绝大

多数官兵的法纪观念、守法意识显著增

强，但也应清醒认识到，树立牢固的法纪

观念是一个驰而不息的过程，遇到具体问

题能自觉用法纪准绳衡量什么话该说、什

么事该做，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养成的。仅

以喝酒为例，规定不可谓不细，要求不可

谓不严，教训不可谓不沉痛，但总有极个

别人抱着侥幸心理越界撞线。因此，我们

不仅要对法规制度了然于心，更要时时提

醒自己不得有丝毫的弱化和放松。

渴求知识的紧迫感有没有下降？在

“知识爆炸”的时代，想要成为一名知识

丰富特别是具有军事高科技知识的军

人，比以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学习从

来就不是轻轻松松完成的，特别是许多

专业知识的掌握、专项技能的精进，还有

可能是一个枯燥乏味的缓慢过程，远比

品茶聊天散步看风景辛苦得多。但是，

如果我们头脑中始终有敌情，肩膀上永

远有责任，就会自觉地不断用新知识武

装自己，紧迫感不仅不会降低，反而会更

强烈。有人说，“越学越觉得自己很无

知”。这虽然是谦虚的说法，但的确反映

了一条规律——钻研得越深，未知的世

界就越广。

对思想的“体检”当然不止这几个方

面，比如修身养性是否做到“吾日三省吾

身”，个人业余爱好与工作发生矛盾时是

否做到准确摆位，等等。只要我们常怀

反躬自问的心态，就会及时发现思想深

处的些许“蒙尘”和“污垢”，并及时将其

清除干净。如此，我们将会拥有一个强

大的内心，成就一段精彩的军旅人生。

常给思想做做“体检”
■贾志宪

中华民族历来把读书作为改造精
神世界的基本途径。“读书如吃饭，善
吃者长精神，不善吃者生疾病”，阐释
的便是读书与精神成长的内在逻辑。
这告诉我们，读书不只是为了获取知
识，更重要的是通过读书实现思想改
造和精神世界升华。

读书可以修炼志向高远的人生境
界。“修齐治平”是中国历代仁人志士
秉持的政治理想。北宋名臣范仲淹借
《岳阳楼记》抒发“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家国情怀；北宋思想家张载道出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
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志向。共

和国总理周恩来则在少年时代就树立了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人生理想。
读书可以让我们走进历史、神交先
贤，以史为鉴、见贤思齐，从中汲取
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营养，领略古今
贤者的广阔胸襟、博大气度和崇高风
范，补铸魂砺志的精神之“钙”，强化
心系家国的使命担当，树立为伟大梦
想奋斗的价值追求和境界觉悟。

读书可以培塑筋骨刚健的人格精
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
仑”，铿锵话语中所透射的无私无畏、刚
直不屈的人格精神，造就了无数顶天立

地的英雄人物。晋代陶渊明面对世俗不
为五斗米折腰，明代海瑞为百姓仗义执
言不惜丢乌纱帽，清代林则徐为拯救国
家民族不顾个人荣辱……这些世人传颂
的事迹背后，是深沉的文化底蕴和厚重
的精神底色。读书可以修身砺行，塑造
讲正气、重正义、守正道的精神气质，
从而使人面对诱惑保持清醒、不为所
动，面对利益保持淡泊、从容自若，牢
固立起刚健的人格形象。

读书可以怡养格调高雅的人文情
致。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蕴含着丰富厚重的人文情致。在
古代，琴棋书画是传统文化中不可或
缺的元素，读书写字、吟诗作画更是

读书人的日常功课。这种人文情致之
所以被推崇，是因为它关系和影响着
人格构建和审美情趣，反映和体现着
一个人的修养。如果一个人生活情趣
不文明、不健康、不纯正，品德操守
上就容易被打开缺口，出现思想滑
坡、流于低俗庸俗。事实证明，一些
党员干部信仰迷失、道德堕落、生活
腐化，起初就是从生活情趣不健康开
始而逐渐蜕变的。要练就“金刚不坏
之身”，抵御庸俗低俗病毒的侵蚀影
响，就必须把读书学习作为一种爱
好、需求和习惯，通过读书培养高雅
情趣、高尚情操和高远情怀，真正做
一个有修养、有品位、有格调的人。

读书贵在长精神
■郭崇学

古有“慈不掌兵”之说，但也要辩
证看待。“慈不掌兵”绝不是以情带兵
的反义词。带兵人始终保持理智头
脑，按原则办事，让铁律生威，是赢得
胜利的必备条件；但同时，以情带兵
也是凝聚人心的良策。古诗言：“岂
曰无衣？与子同袍……岂曰无衣？
与子同泽……岂曰无衣？与子同
裳。”战友情深，亲密无间，能够“同
袍”“同泽”“同裳”，所以上下一心，出
征能舍生忘死。因此，以情带兵与
“慈不掌兵”并无冲突，而是相互补
充、相得益彰的带兵之道。

现实中有个别人把“慈不掌兵”
当成“粗暴带兵”的“挡箭牌”，也是不

对的。带兵人带兵“简单粗暴”就是
有魄力吗？非也。不讲原则的“任
性”，是掌不好兵的。拳头底下同样
难出好兵，只会出逆反、怨恨，最终导
致离心离德吃败仗。《三国演义》中的
张飞，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
取物，却因为简单粗暴的带兵方法，
最后没有倒在战场上，而是死在被他
鞭打过的部属的手上。因而，奉行
“拳头底下出好兵”，即使是出于带好
兵的真诚愿望，在实践中也不可取。
带兵人对待“慈不掌兵”，既不能一概
否定，也不能盲目照从，悟透其中要
义，掌握好刚柔并济，才能为己所用，
带出好兵。

辩证看待“慈不掌兵”
■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李佳辉

●体面之虚实，彰显作风之
虚实，关乎事业之成败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生

命不息、战斗不止，一生务实严谨，在

多领域多方面为革命作出巨大贡献。

他家客厅中的一副对联上曾写过这样

一句话：“创业难，守业更难，须知物力

维艰，事事莫存虚体面。”对此，吴玉章

解释道：“这虽是居家格言，但包含了

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吴老的优良家

风让人敬仰感动，对我们当下谋事干

事具有很好的教育启发意义。

体面之虚实，彰显作风之虚实，关

乎事业之成败。吴玉章所强调的“体

面”，并非外观之俗雅好坏，而是内心

生发出的一种精气神。追求体面之实

者，往往实于心、实于事、实于始终，能

够身处艰难而不畏，身处逸豫而不骄；

而追求“虚体面”的人，往往逐于表面、

浮于世事、恋于虚荣，容易随波逐流，

丢弃初心和本色。

“实言实行实心，无不孚人之

理”。回溯我们党筚路蓝缕的足迹，

“实干”始终是共产党人一贯强调和秉

持的优良作风，也是我们党团结带领

亿万群众创造奇迹的“制胜密码”。社

会主义的红色江山是一枪一弹打下来

的，改革开放的宏伟大厦是一砖一瓦

垒起来的，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

标更需要我们将实干精神赓续传承下

去，来不得丝毫虚浮和懈怠。

实则万难可破，虚则贻害无穷。

无数事实充分印证了这个道理的深刻

性。但在现实中我们时常发现，有些

人对“虚体面”行为趋之若鹜。究其原

因，要么是“私”字当头，过分看重“面

子”而忽视“里子”；要么是“利”字作

怪，好大喜功，重显绩轻潜绩；要么是

“欲”字盈心，只重眼前忽视长远，只顾

“乘凉”不顾“栽树”，等等。这些以谋

“虚体面”为出发点的行为，背离了共

产党人的初心，使得本该担当的肩膀

变软变松，本该坚持的原则变成一纸

空文，让工作失去正确的遵循，偏离发

展的轨道，最终也经受不住历史、实践

和群众的检验。

一个“实”字一面镜。有什么样的

精神气质，就有什么样的发展面貌。

焦裕禄跑遍兰考1600个沙丘探寻出

治沙之法，孔繁森在茫茫雪域跋涉8

万多公里谋求出发展之策，杨业功

跋涉崇山峻岭，穿坏多双作训鞋，用

脚步丈量了部队所有导弹阵地。这些

优秀共产党员干事创业的例子充分说

明，唯有“实”字打底，下实功才会有实

效、出实绩。当前，随着国防和军队改

革的深入推进，有大量新情况、新矛

盾、新问题需要分析解决。求真务实

才能压茬推进，实功虚做就会让工作

陷于停滞、问题不断积累。这就迫切

需要我们不断锤炼实干精神、增强实

干本领，真正做到实干不兴伪事、前进

不觅捷径、创业不图虚名。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以永不懈

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倘若我们每

一个人都能真正卸下“虚体面”的包

袱，甩开膀子、脚踏实地，既有担当的

宽肩膀，又有成事的真本领，把有限的

精力放在真抓实干上，勠力同心、闯关

夺隘，就一定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真正担当起强军重任。

（作者单位：第81集团军某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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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让抓
落实成为一种责任，让真落实成为一种
品格，让细落实成为一种能力

1958年6月，中国第一个核反应堆

达到正常运行水平，聂荣臻元帅决定向

中央建议启动研制核潜艇。获悉聂荣

臻元帅决定，萧劲光司令员当即组织力

量研究和起草报告，不到半个月，一份

不足千字的《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

艇的报告》就放到了聂荣臻元帅的案

头。报告呈报中央后，短短几天，毛泽

东、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等人均已圈

阅并批准。7月，核潜艇总体设计组便

宣告成立，一大批核技术人才从四面八

方汇集，一场核潜艇工程的攻坚战全面

打响。

如此浩大的工程，从萌生想法、起

草报告、研究签批到工作展开，之所以

有这么快的速度、这么高的效率，关键

在落实。上下同欲、上下同心、上下同

力，朝着共同目标一起使劲用力，最终

结出惊世战果。从中不难看出，始终以

党的事业为重、敢于把责任扛在肩上、

齐心协力快马加鞭高效落实，老一辈革

命家们这种务实作风和实干精神，是成

就伟大事业的重要保证，也是历久弥

新、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

习主席指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离不开全党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抓工

作，是停留在一般性号召还是身体力行，

成效大不一样。”跑遍兰考1600个沙丘

探求治沙之法的焦裕禄、“共产党员不要

躲在机关里做盆景，要到人民群众中去

当雪松”的杨善洲、“能到现场去的就不

要到会场”的廖俊波……重实际、求实

效，是我们党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优良

传统作风。担当强军重任，必须铭记光

荣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从革命先辈们的

优良革命传统和宝贵事业品格中汲取养

分，并深植到灵魂血脉，化为具体行动，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让抓落实成为

一种责任，让真落实成为一种品格，让细

落实成为一种能力，求真务实、真抓实

干，在新的起点上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伟

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今天，强军蓝图已经绘就，但前进

道路绝不会轻轻松松、一片坦途，必须

坚持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不图虚

名、不务虚功、不耍花招，始终把责任

印在心里、把实干挺在前面，修炼真

功、鼓足干劲，紧盯部队建设的每一项

基础性工作，带着感情抓落实，从细微

处抓落实，追求高效抓落实，“关键时

候必须坚决顶起自己该顶的那片天”，

遇到困难不低头，不见成效不撒手，积

小胜为大胜。

抓落实是一项自上而下的系统性

工作，各级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抓落

实，就是要坚决执行上级各项决策部

署，拿出“施工队”的精神和作风，把该

负的责任真正负起来，把该挑的担子全

力挑起来，高质高效推进工作落实，自

己应当而且能够解决的矛盾困难决不

上推下卸。遇到和工作实际不相符、与

政策制度相冲突、超出自身职权范围的

事情，不能因为怕惹是非而瞻前顾后、

怕被问责而裹足不前，白白错失落实的

最佳时机，必须及时、全面、如实请示报

告，以便上级掌握实情、科学决策。

对领导者和决策者来说，更要做

到思考谋划实、部署安排实、指导帮带

实，一切从实际出发、为基层筹谋，把

困难想多一些、把条件给足一些，既要

关注工作落实成效，更要重视帮困解

难，该给政策的给政策，能帮协调的帮

协调，需要研究的抓紧研究，尤其是一

些游离制度边缘而基层又极其关切的

事情，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必须

当机立断、亮明态度，该出手时就出

手，该拍板时就拍板，尽心竭力帮助基

层搬除“绊脚石”，使官兵做到心无旁

骛、轻装上阵。

当前，新体制正在开局运行，前进

道路上遇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有些现

实矛盾困难甚至前所未有，超出工作预

想。这种情况下，尤其应当重视立足实

际攻坚克难，抓好落实。抓好落实，就

要平心静气倾听基层呼声，追根溯源查

找问题症结所在，集思广益研究对策举

措，不回避、不推脱，是制度层面的抓紧

捋顺，是方法不当的及时纠正，是力量

不足的想办法充实。这是党员干部投

身强军实践应有的素养和作风。如此，

才能抓出工作落实的“最大值”，抓出转

型建设的“加速度”，推动强军事业乘风

破浪向前进！

担当强军重任须有落实“真功”
■周燕虎 陆道融

忆传统话修养

书边随笔

生活寄语

●读书不只是为了获取知识，
更重要的是通过读书实现思想改造
和精神世界升华

●只要我们常怀反躬自问的心
态，就会及时发现思想深处的些许
“蒙尘”和“污垢”，并及时将其清除
干净

这是训练场上常见的一幕：战友

之间既相互比拼追赶，又相互加油帮

助。拼、拼、拼，一起向终点冲刺！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战友间

纯洁朴素的情谊，就是一股战胜困难、

不断实现自我超越的力量。在部队这

个大熔炉里，战友间互帮互学互教，比

训练、比工作、比学习，朝夕相处，日积

月累，浓浓的战友情让彼此心连在一

起、劲用到一起。

坚如磐石的团队精神和团结意

识，是建立在纯洁战友情构建的和谐

融洽内部关系基础之上的。在困难面

前，大家相互激励，互帮互助，始终不

让一人掉队，就能让团队催生出攻坚

克难、克敌制胜的战斗力。

讲团结，得胜利
■苏鹏飞／摄影 杨晓兵／撰文

齐头并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