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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边随笔

●推崇江湖义气，不讲是非原
则，带有封建色彩，具有狭隘性和
局限性，官兵切不可效尤

《内务条令》明确规定：“军人之间
通常称职务，或者姓加职务，或者职务
加同志。”然而现实中，一些人为了表示
亲近，对“张哥”“王哥”等称呼习以为
常，无形中使官兵关系世俗化、功利
化。称呼问题看似事小，实则反映出一
些人潜意识里对待内部关系上存在的
偏差，小视不得。

中国古典小说中，常能看到“不求同
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为兄弟两肋插刀”“赴汤蹈火，在所不
辞”等字眼，推崇义薄云天的兄弟情。《三
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就是拜把
子、共生死的典型例子。在物资匮乏、民
不聊生的年代，一些人盟誓结伙、称兄道
弟，实质是以情感为纽带，结成一个利益
共同体。表面看，兄弟同进共退，可以
形成超乎个体的强大战斗力，但实际
上，这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结盟，一旦利
益链条断裂，最终要么全军覆没，要么
作鸟兽散。事实证明，推崇江湖义气，
不讲是非原则，带有封建色彩，具有狭
隘性和局限性，官兵切不可效尤。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都是来自五
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
到一起来了。”官兵之间的关系是建立
在为了共同目标奋斗基础之上的，是一

种革命的友谊、同志的关系，不能被称
兄道弟的“江湖气”所污染。从纠正称
呼问题入手，积极倡导建立官兵友爱、
互谅互助的战友关系，既是对条令条例
的贯彻落实，也是纯洁内部关系、增强
部队凝聚力战斗力的现实需要。

交往上不搞“称兄道弟”，就要纯正
交友动机。交友动机是否端正，直接关
系朋友的选择和交友的质量。如果以
共同的事业为基础，一心为公，谨慎择
友，自然会“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
三个帮”；如果为了一己私利，怀着设
“圈子”、拉“老乡”、寻“靠山”等目的交
友，则交的多是势利朋友，“以势交者，
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是靠
不住的。

还要牢牢把握交友底线。古人讲：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交“益友”“诤
友”，就会不知不觉间受其熏陶、受到鞭
策，能够不断有进步；交“损友”“贼友”，
则会问题不断、烦恼不断，甚至思想退
步、道德滑坡。因此，交友一定要弄清楚
什么样的人能交、什么样的人不能交、什
么样的人可以深交，把交往的时间和精
力放到交靠谱的朋友上。

交往之中有政治、交往之中有纪
律、交往之中有原则、交往之中见品
位。当友情与原则发生冲突时，首先要
坚持原则，这样的友情才是纯粹的、高
洁的、没有杂质的、基础最牢固的。战
友之间，应相互帮助、相互激励、共同提
高，释放正能量，而不能干有违军人准
则、有悖道德原则、有损军队形象的事，
交友更不能以人划线、以地域划线、以
个人喜好划线。

交往莫染“江湖气”
■和 鹏

●人民军队的精神风貌包含
诸多深刻内涵，有“牺牲升官、牺牲
发财、牺牲生命”的决心，无疑是至
关重要且不可或缺的

毛泽东同志1938年4月9日出席抗

大第四期开学典礼时对学员说，你们若

想在抗大站住，首先要下定三个牺牲的

决心，“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

个决心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

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决心”“没有最

后的决心是不够的，更要有为四万万五

千万同胞牺牲自己贡献生命的决心”。

牺牲升官、牺牲发财、牺牲生命，是

毛泽东同志给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标

定的精神高地。这“三个牺牲”，非但没

有吓跑抗大学员，反而吸引了成千上万

的进步青年，形成“打断骨头连着筋，扒

了皮还有颗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

要爬到延安城去抗大”“抗大抗大越抗

越大”的滚滚洪流。

抗大学员，就是带着“三个牺牲”的

坚定决心，带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

战术”，从延安走向战场、走向全国，夺

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谱写了一个又一

个辉煌篇章。

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征程

上，“牺牲升官、牺牲发财、牺牲生命”的

铮铮誓言，总是那么坚定响亮，总是那

么耳熟能详。解放隆化战斗中，董存瑞

喊着“就是死，也要完成任务”，用自己

的手臂托举起炸药包；抗美援朝战场

上，邱少云抱着“烧死自己，也不暴露目

标”的坚定信念，忍受着烈火吞噬的巨

大疼痛，一声不吭、一动不动，直到昏

迷、到呼吸停止；边境战斗的阵地上，韦

昌进拿起电话高喊“为了祖国，为了胜

利，向我开炮”，宁愿炸死自己也要保住

阵地。

军人牺牲又岂止在战场。那些奋

战在国防科技领域的核弹专家、潜艇

专家、飞机专家、航天专家、航母专家，

人人都身怀绝技，个个又隐姓埋名几

十载，有的甚至长年不见家人，他们的

奉献牺牲，令人肃然起敬！还有，吸不

饱氧气的高原军营、远离大陆的孤岛

哨所、异国他乡的维和部队，处处能听

到官兵们豪情满怀的誓言：“如果谈

钱，给多少钱我也不会来。如果祖国

和人民有需要，我宁愿在这里守上一

辈子！”

强大的军队必有强大的基因。正

是因为有了无数这样的军人，他们的血

脉里生生不息地流淌着“三个牺牲”的

红色基因，人民军队才会受人民爱戴、

让敌人胆寒，牢牢立起威武之师、文明

之师、胜利之师的光辉形象。

然而过去有一段时间，那些腐败分

子把“三个牺牲”抛诸脑后，满脑子想的

是当官发财、光宗耀祖、享乐快活。有的

不择手段、不顾廉耻，削尖脑袋往上钻，

置尊严、法纪于不顾；有的敛财到了疯狂

的地步，卖官鬻爵、插手工程、贪污公款，

什么钱都敢要、多少钱都敢收、大钱小钱

都不放过。他们为了当官发财，不惜牺

牲事业、牺牲原则、牺牲官兵利益，这些

人的血脉里，哪里还能找到一丝“三个牺

牲”的基因？他们的身上，哪还有半点共

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味道？他们被钉在

历史的耻辱柱上，是必然的结果，同时也

从反面告诉我们丢失红色基因的可怕与

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

人民军队的精神风貌包含诸多深

刻内涵，有“牺牲升官、牺牲发财、牺牲

生命”的决心，无疑是至关重要且不可

或缺的。“三个牺牲”和其它红色基因一

起，铸就了人民军队的“钢”和“气”，是

我们这支军队弥足珍贵的精神记忆，永

远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战胜一切对手

的制胜“密码”。铭记“三个牺牲”、传承

“三个牺牲”，就能无往而不胜；忘记“三

个牺牲”、抛弃“三个牺牲”，就有变质变

色的危险。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

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绝不是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需要我们接续拼

搏奋斗、继续牺牲奉献。“三个牺牲”过

去是、今天仍然是激励我们拼搏前行的

精神动力和制胜法宝。特别是面对深

化改革的利益调整，面对练兵备战的繁

重任务，面对履职岗位的如山责任，面

对改革创新的种种风险，要经常反躬自

问，自己有没有“三个牺牲”精神？激励

自己继续弘扬勇于牺牲、乐于奉献的

优良传统，心怀大局、看淡名利、抵制

诱惑，剔除当官发财贪图享乐的念头，

竭尽全力干强军事业，心无旁骛履职

尽责，忠实履行好新时代革命军人的

神圣使命，奋力书写实现中国梦、强军

梦的辉煌篇章。

问问自己有没有“三个牺牲”精神
■江一顺

对一个人来说，自控是自觉控制所

言所行，自由是能够挥洒自己的个性。

自控与自由，表面上看似乎是矛盾的。

但自控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

不为；自由也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是该做什么才做什么。有所不为，才

能有所作为；决不做某些事，才有可能

做成一些事。自控与自由，本质上高

度一致。只有明白目标所在，并且坚

定不移地为实现目标而努力，才能做

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

左而目不瞬”。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率大军劳

师远征，军需是大问题，所以急于与司

马懿大军决战。司马懿看穿诸葛亮的弱

点坚守不出：等待诸葛亮大军粮草难以

为继，只能不战自乱，被迫撤兵。诸葛

亮为了激怒司马懿，派人将女人服饰给

司马懿送去。司马懿坦然受之。尽管

诸葛亮“多智而近妖”（鲁迅语），但

七出祁山无功而返，与司马懿高度的

自控大有关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迫于国际舆论压

力和国内民众希望和平的意愿，蒋介石

不得不作出姿态，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举

行会谈。蒋介石开始不把共产党和毛泽

东放在眼里，但一经与毛泽东见面，就

改变了看法。蒋介石对其秘书陈布雷

说：“毛泽东嗜烟如命，但他知道我不

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能做到数

小时不抽一支烟。他所表现出的决心和

精神，说明此人绝对不可轻视！”历史

已经证明，蒋介石在这一点上是看得很

准的。

《三十六计》有云：“兵强者，攻其

将；将智者，伐其情。”就是说，即使

是多谋多智的将领，也可能为感情、情

绪所左右而导致失败。怎样“伐其情”

呢？《孙子兵法·计篇》给出了方法：

“利而诱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

“亲而离之”……为帅为将者，如果不

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不管多么兵强马

壮，都会走向覆灭一途。还在袁绍实力

远远超过曹操之时，曹操与刘备“青梅

煮酒论英雄”，就对袁绍不屑一顾：“冢

中枯骨耳，吾早晚必擒之。”曹操何以

有这样的自信呢？因为他深知袁绍的

弱点：干大事则惜身，见小利而忘

命。他不仅分不清事之大小，而且也

难以自控。

那些面对加强作风建设的各项要求

而感到“不自由”者，应该想一想自控

与自由的辩证关系。须知，有了大堤的

控制，河水才能奔腾咆哮一泻千里；有

铁的纪律和自觉遵守，才能在人生中昂

扬向上，事业上走向成功！

有自控方有自由
■吴敏文

“映日荷花别样红”，出自南宋诗

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反映的是大自然中的一种寻常现象，

也说出了一个生活哲理：有阳光照射

的荷花会特别红。

医学科学研究表明，对一个人的

表扬、肯定或赞美，会令其心情愉悦，

心态积极，从而做得更好。因此，许

多学校不准老师对学生施行语言暴

力。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学生们就

会形成健康阳光的心理。

在一个社会组织内部，上级的

信任、关怀与帮助，会像阳光一样

使下属感到温暖，从而更加努力地

干工作、出成绩，上下级关系也会

因此变得更加和谐。当然，该批评

时还是要批评，只要出于端正风

气、助人进步的目的，都是值得肯

定和提倡的。

阳光下的倩影——

映日荷花别样红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对党忠诚，是对党员干部最基本的
政治要求，也是党员干部最重要的政治
品格。

早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同志就创
造性地提出“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
等治军方略，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
导。如今，强军事业进入新时代，面对复
杂的形势、艰巨的任务和严峻的挑战，党
员干部要挑起重担、胜任本职，首要条件
就是打好“忠诚底色”，做到对党绝对忠
诚。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如果自身
做不到对党绝对忠诚，不仅会“丢魂”“栽
跟头”，而且也建不好班子，带不好队伍，

甚至会动摇部队建设发展的根基。
打好“忠诚底色”，坚定理想信念、

提高理论修养是根本。理想信念动摇
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
险的滑坡。党员干部只有把坚定理想
信念作为终身必修课，把牢思想“总开
关”，做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
实践者，才能永葆底色而不褪色。提高
理论修养，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中之重，
用理论上的清醒培固忠诚，在原原本本
精学细学的基础上，做到学用结合、笃
信践行，让自己在不断学习实践中补足

精神之“钙”。
打好“忠诚底色”，严守纪律、廉洁自

律是“压舱石”。船要行得稳，须有压舱
石；人要走得正，须以廉为本。习主席多
次强调，“廉洁自律是共产党人为官从政
的底线”。党员干部处处严守纪律、恪守
规矩，做廉政的干净人，律己的老实人，
坚持秉公用权、清正廉洁、守住底线，才
能立起党员干部的好形象，成为官兵的
思想标杆和言行模范，做到让组织放心、
让官兵满意。

打好“忠诚底色”，要落到立足岗
位作贡献上。爱因斯坦说：“一个人的

价值应看他贡献什么，而不是看他索
取什么。”甘于牺牲奉献的品格，体现
在心中始终有责，始终与官兵心心相
印、同甘共苦、团结奋斗，真诚倾听官
兵呼声，为官兵办实事、解难事，以咬
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状态真抓实干，
奉献于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惟有敬
业奉献，勇于担当作为，才能成为虔诚
执着、经得起考验的党的战士，在任何
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不动摇信仰、不
迷失方向，把人生价值与党的事业发
展高度融合在一起，努力创造出无愧
于时代的光辉业绩。

打好“忠诚底色”
■张子良

任何一个单位、任何一项工作都

有自己特殊的矛盾，都会碰到难题。

党支部的领导水平和威信，在很大程

度上是通过化解矛盾、解决难点问题

体现的。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和一

个强有力的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会解难

题的能力。难点和棘手问题具有复杂

性、长期性的特点，解决得好，工作

就能见水平、上台阶，难点变成亮

点；解决得不好，工作就推不动、展

不开，成为制约单位建设发展的瓶

颈。可以说，以什么姿态对待难题，

直接体现了党支部书记的政策水平、

协调能力和精神面貌。

要强化责任担当。硬骨头肯定不

好啃，弄不好还会伤了牙齿，招来一

身麻烦。但是，作为单位的“主心

骨”，官兵都在看着党支部书记的一

言一行，如果党支部书记遇到矛盾躲

着走、碰见难题往后退、面对任务不

作为，就会产生消极影响，没有人去

想事干事了，更没有人去主动冲锋陷

阵了。因此，党支部书记必须以坚强

的党性、过硬的作风作保证，不断强

化责任担当，以舍我其谁的勇气，敢

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披荆斩

棘，逢山开路，遇河架桥，勇于向顽

瘴痼疾开刀，积极主动扫除单位建设

发展道路上的障碍。

要充分运用政策。政策规定是我

们处理一切问题必须坚守的底线。离

开了政策规定去解决问题，就好比缘

木求鱼，可能把好事办成坏事，或者

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引发新的问

题。党支部书记在解难题中，首先要

想到的是严格按政策规定办事，从政

策规定中找出具体的依据和解决的途

径。具体讲，就是要把上级的政策

规定拿准吃透，在政策允许的范围

内，理思路、想办法、定措施，使所

作的决策，经得起政策的检验、历史

的检验。这里需要把握的是，要坚

持把对单位负责和对官兵负责有机

统一起来，在不违反政策规定的前

提下，最大限度地调动官兵的积极

性创造性。

要积极创造条件。现实工作中，

有些难题看似复杂，其实真正解决起

来，也不是想像的那么复杂。只是有

时我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思路尚未

完全打开，一些潜在的条件还没有有

效开发出来、利用起来。正所谓，世

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党支部书记

要善于从现实问题出发，深入分析问

题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当前状

态，全面弄清前因后果、关联要素，

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准问题的症结所

在，在此基础上，摸清各方面的情

况，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调动各方面

的力量，运用各方面的资源，依靠集

体智慧，积极作为、重点攻关，最大

限度地创造破解难题的有利条件，有

效解决官兵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要及时稳妥彻底。难题，正因为

其难，所以要及时解决，以免错过时

机、久拖不决；要稳妥解决，防止激

化矛盾，难上加难；要彻底解决，不

能拖泥带水、留下后患。党支部书记

要对本单位的矛盾困难拉出清单、建

立台账、明确责任和时限。要抓住解

决难题的最佳时机和火候，不躲、不

推、不拖，立足在本级解决，立足于

本届班子解决。要把解难题与保安全

统筹考虑、同步推进，不能“按下葫

芦起来瓢”，不能这边在解难题那边

在出事故。要敢于较真碰硬，使狠

劲、出实招，工作要细而又细、实而

又实，做到不解决问题不撒手，确保

不留尾巴、不留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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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边事看修养

●学先辈修养 话强军使命●

影中哲丝

党支部书记素质培养系列谈⑤

●党员干部要挑起重担、胜任
本职，首要条件就是打好“忠诚底
色”，做到对党绝对忠诚

●有了大堤的控制，河水才能
奔腾咆哮一泻千里；有铁的纪律和
自觉遵守，才能在人生中昂扬向上，
事业上走向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