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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一个故事说起——

清代，湖南一个樊姓总兵去拜见

抚台大人，没想到，抚台的师爷将总

兵挡住，要他先给自己请安。樊总兵

乃二品官员，岂有给无品无级的师爷

磕头的道理。谁知这师爷不依不饶，

呵斥让他“滚出去”。

樊总兵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回头

打听到这师爷不过是个屡试不中的失

意秀才，便在家里盖了一座读书楼，

花重金请来名师，让儿子樊增祥禁足

于楼上苦读书，发誓将来考上足够大

的功名，羞煞那师爷。

樊增祥挺争气，科举路上中进

士、点翰林，风光无限，还小有诗

名。但他“羞煞”那位师爷了吗？忘

了介绍，那师爷姓左名宗棠。对，就

是“国一日不可无湘，湘不可一日无

棠”的中兴名臣左宗棠。

隋代以前官员的选拔、推荐，基

本不出几个门阀世家的门槛，形成了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社会分

化。而始于隋文帝的科举制度，之所

以跨越多个朝代，稳定延续了一千多

年（直到1905年被废止），关键就在于

它改善了用人制度，打破了阶层固

化。毕竟有不少平民子弟，留下“朝

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那样近乎神

话的故事。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科举制度实

行千年，亦被骂千年。人们诟病的，当

然不是学子寒窗苦读的精神、从平民中

选拔官员的方式，而是腐朽陈旧的教育

制度，使科举逐渐演变成一场赌局——

赌官职、赌功名甚至赌美色。

有几句诗人人皆知，但却很难想象，

如此俗俚之句出自皇帝御笔。宋真宗赵

恒为太子时写下《劝学诗》：“安居不用架

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

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当时读书人一

旦金榜题名，无论家庭如何贫寒，立马成

为全城名媛佳丽、大家闺秀纷纷哄抢的

目标，留下了“榜下捉婿”的典故。

当终于熬出晦涩古文、干瘪八股的

苦海（据概算，参加科考的学子至少要

熟记40万字以上的古文），当经历了一

场场与蹲监狱相似的乡试、会试……最

终获取功名的学子，不少人“淹没在利

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变成羁縻于

功名的政客、专擅于套话的清客。“刀

笔吏”的说法，在明清两代才演变为

贬义词，或许不无道理。

“曲终人还在，觍颜唱俚曲。”具

有讽刺意味的是，八股文在大清竟如

一只“看不见的手”，从科举考场延伸

到官场，从文案发展到公务。比如，

皇帝下诏提拔一个官员，这个官员要

先“之乎者也”地谦辞一番；皇帝就

再下“不允诏”，说不必谦虚，就你最

合适；官员再推辞，皇帝再不允……

其中来来往往的繁文缛节，必须是

“骈偶之体”，所有“等因奉此”的空

话都要押韵对仗。

曾国藩打了一次胜仗后，得颂辞贺

章无数，可全是汤汤水水的文字游戏。

他让人统抄成册，题签曰“米汤大全”。

但是，洋人可不懂“米汤”这一

套。英国人1757年便开始在广州“叩

关”，即投递各种文书。可按照“官不

通民夷”（即官府不接受老百姓和外国

人的信札） 的惯例，几十年间，广东

各级衙门一直在为外国人投送的是

“禀帖”还是“谨呈”，以及是否“词

意恭顺”上纠缠。

一直等到鸦片战争爆发，英军舰队

打到天津大沽口，道光皇帝才在舰炮之

下，接受了英国远征军的文书。可让他

“龙颜大怒”的，不是英国人苛刻的勒

索，而是文书的程式居然不是“禀呈”，

而是意指平等的“咨会”……

浏览历史，无论是“不能承受之

重”还是“不能承受之轻”的篇章，

多与精神的坚守和遗失有关。想想

“米汤”，再想想林则徐那句“关山万

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别有一

番感慨在心。

“米汤大全”及其他
■郑蜀炎

个别单位的领导干部，乐于晒“问

题清单”，解决问题时却“事不尽做、功

不全用”，甚至故意留点问题“尾巴”，以

图博取关注、获取支持。这就好比将问

题“养”起来，借以达到个人目的。

“养”问题的干部，往往喜欢夸大其

词。在他们口中，问题没有不“棘手”

的，困难没有不“艰巨”的。如此一来，

倘若工作进展顺利，就能彰显其“领导

有方、指挥有力”；如果问题没有解决，

至少证明其“工作艰辛、履职尽力”。就

像古代一些治水官吏，不是想方设法堵

好决口，而是“借水患以自重”“挟水患

以邀功”。在这种情况下，“问题”成了

他们积攒功劳的垫脚石、谋取名利的敲

门砖。

殊不知，瞒得过初一，瞒不过十五，

“养”问题那一套，明眼人一看就心知肚

明。而且，“养”问题的风险很大，如果

不及时纠治，早晚会自食其果。正像有

些医德败坏的郎中，为了能“钱如东海

长流水”，奉行“外科之疡疽，未必肯令

一药而愈”的恶习，结果坏了名声，到最

后反砸了自己的饭碗，甚至跌入违纪违

法的深渊。

“秀”问题、“养”问题却不解决问

题，是一种假作为，是一种坏作风，本质

上是形式主义的表现。它与“三严三

实”要求格格不入，为党的纪律规矩所

不容。只有发现问题有准度、解决问题

有力度，攻坚克难、久久为功，做出一番

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政绩，才是合格的干

部，才能赢得组织和群众的信任。

特别是在当前，改革正向纵深推

进，不少部队重组、转隶、撤销，许多官

兵分流、转岗、退役，难免会遇到一些前

所未有的问题。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工作姿态对待这些问题，直接考验着干

部的境界、担当和识见。越是改革全面

铺开，越是转型逐步深入，越需要把发

现问题、正视问题、解决问题抓得紧而

又紧、实而又实，这本身就是对改革的

有力支持。

军队生来为打仗，全部价值体现在

能打仗打胜仗上。实现党在新时代的

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注

定是一场诸多矛盾叠加、各种挑战交织

的新长征，必须瞄准战斗力这个准星，

加紧锻造胜战能力。如果明知道哪里

有短板、哪里有漏洞，却只晒不补、养痈

遗患，打赢本领如何提升？打赢底气从

何而来？一旦走上战场、遇到强敌，除

了手足无措、束手待毙，还有别的什么

可能？

把问题解决在战争前，就要让“问

题清单”早一点转化为“成效清单”。各

级领导干部敢于担当、勇于负责，迎着

问题上、盯着问题改，就能有效履行新

时代使命任务，把新时代强军事业不断

向前推进。

（作者单位：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

二支队）

“养”问题是假作为
■杨京栋

一座“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城

市，一种“经发展传承熠熠生辉”的经

验——“晋江经验”，近日成为舆论关

注的一个热词。它由习主席当年在福建

任职时提出，“六个始终坚持”和“正

确处理五个关系”是其核心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晋江经验”提出

之后的16年间，晋江蝉联全国双拥模

范城“六连冠”、福建省双拥模范城

“九连冠”。“双拥模范城”，成为晋江

一张闪亮的“城市名片”。

驻地政府设立科技练兵奖励基

金，建立军人家庭必访制度，为“一

个兵驻守的哨所”投入500多万元建

设饮水工程；驻军官兵开展“骄子护

蕾”活动，全力投入抢险救灾，参与

义务植树助力打造“美丽晋江”；军地

共建“平时民用，战时军用”的渔港

码头，设立军民融合创新研究院……

近年来，晋江人民与驻地官兵携手走

上“军民同心路”，军民融合、双拥创

模的“晋江经验”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习主席在福建工作期间，高度重

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专

门强调“支持国防建设就是支持经济

发展”“一流的经济要有一流的国防作

后盾”。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学习弘

扬“晋江经验”，就是要贯彻经济建设

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思路，奏响“改

革开放”和“改革强军”两大时代旋

律的和鸣，形成军地协调发展、平衡

发展、兼容发展的新格局。

军事需求与社会经济需求，本来

就没有非此即彼的界线。许多科技手

段及产品，既是生产力，也是战斗

力；既供需于地方，也供需于军队；

既适用于市场，也适用于战场。军民

之间加强需求互通、科研互助、人才

互用、成果互享，找到军民融合的

“最大公约数”，就能增强融合发展的

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军民融合发展

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央军民融合发展

委员会成立，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路

线图日益清晰。神舟飞天创造“中国

高度”，蛟龙潜海成就“中国深度”，

天河超算刷新“中国速度”……一项

项军地合力创造的国之重器，相继惊

艳亮相，每每震惊世界。

然而，也应清醒认识到，在军民

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上，还有不小的提

升空间。在一些地方，高新技术企业

进入军工行业的门槛仍然较高，国防

科研成果的转化率仍然较低，军地双

方的信息壁垒仍然存在……军民融合

深度发展，依然面临不少现实矛盾和

问题。

“晋江经验”，为军民融合发展突

破瓶颈、打开新局提供了有益镜鉴。

牢固树立军地一盘棋的思想，统筹平

时与战时需要、国防与经济效益，在

“融”字上做文章，在“新”字上求突

破，在“深”字上见实效，就能打通

军民融合“最后一公里”，把军民融合

搞得更好一些、更快一些。

“爱拼才会赢”，一首脍炙人口

的闽南语歌曲唱出了“晋江经验”

的精神内核。今天，我们站在军民

融合发展的“风口”，更应把握时与

势、战胜艰和险，不断激发爱拼、

敢拼、会拼的勇气和智慧，勠力同

心、开拓进取，走出一条军民融合

的阳关大道。我们相信，有党中央

和习主席的坚强领导，有亿万军民

的砥砺奋进，富国强军的梦想一定

能够实现。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研究生院一

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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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田野，真理不去占领，就会

杂草丛生。”捍卫思想阵地，决不能容许

杂草肆意生长。

意识形态领域，是争夺“制脑权”的

没有硝烟的战场，敌我攻防瞬息万变，

渗透颠覆兵不血刃。而思想阵地的失

守，是最危险的失守。苏联解体前夕，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通过所谓的“解密

历史真相”，诋毁苏联的革命历史和英

雄人物。正所谓“播下不满的种子，这

些种子有朝一日会结成和平演变课”，

一旦民众的思想领域被输入“病毒程

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会逐渐失去

精神支柱、国家认同。

“欲亡其政，先乱其军；欲乱其

军，先惑其心。”从意识形态斗争的态

势看，我军始终是敌对势力渗透和瓦解

的重点。有一些人不遗余力地搞“思想

松土”“文化掘根”，编造涉军谣言、抹

黑军队形象，妄图以“政治转基因”取

代红色基因，使军队变质变色、脱离党

的领导。这些伎俩，与西方搞垮苏联时

如出一辙，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争夺“思想的田野”是一场持久

战，敌对势力在这个问题上很有耐

力，一刻也没有放松。尤其是随着新

兴媒体广泛应用，“制脑权”的角逐日

益激烈。从前几年所谓的“颜色革

命”到北非、西亚一些国家的政局突

变和持续动荡，互联网扮演了极其重

要的角色。敌对势力在“看不见的宣

传”上下足了功夫，通过互联网悄悄

放进一只又一只“白蚁”，目的就在于

让对手的思想之堤在不知不觉间溃坝

和失守，甚至让对手成为其价值观念

的“吹鼓手”和“马前卒”。

有基层带兵人反映，现在“一条

灰段子、一碗毒鸡汤，能让一个月教

育白搞”。应当认识到，当今的90后、

00后官兵，大多没有经历过艰苦环境

和大风大浪的考验，对党对军队绝对

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认知不够深

刻，对党史军史和革命传统的了解不

够深切。再加上敌对势力的政治论调

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蛊惑性，如果不

对之保持高度戒备，及时刈除思想的

杂草，就有被敌对势力“意识操纵”

甚至拔根去魂的危险。

军事不过硬，一打就败；思想受

侵蚀，不打自败。正如清除杂草最好

的办法是种上庄稼，要想抵制“政治

转基因”，就要固本培元，把红色基因

牢牢植入头脑。红色基因是信仰的种

子、精神的谱系、制胜的密码，是人

民军队的“DNA”。多吸“理论之

氧”、常补“精神之钙”，切实增强政

治敏锐性和政治免疫力，才能确保红

色阵地不失守、红军传人不变质，确

保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

心。”意识形态工作是面向精神和心灵

的工作，需要的是春风化雨、润物无

声。军队各级应当结合青年官兵特

点，讲好中国故事、军营故事，让青

年官兵真正懂中国、爱军队，在主流

价值观的烛照下自信地“接棒”、坚定

地前行。

（作者单位：西藏林芝军分区）

“思想的田野”决不容杂草生长
—让红色基因转化为强军优势③

■王卫红

长城瞭望

当前，各单位按照新大纲从严施

训，考核的内容、方式、标准也随之

“变脸”。不少官兵表示，对于新考核一

时之间难以适应，甚至出现训练尖子、

技术骨干在考核中“折戟”的现象——

某部排长熟记专业原理，但面对全

流程实装操作的新考核，无奈地“败走

麦城”；某部坦克手打出“满堂彩”，但

坦克平均运动速度不符合新大纲要求，

成绩只有“良好”；某部班长应付力量

性体能训练游刃有余，但在考验柔韧性

的木马项目中，被来了个“下马威”；

某部官兵的400米障碍是强项，但面对

同类课目连贯施考的新要求，竟有好几

人不及格……

走上新的考场、回答新的考卷，要

想考出好成绩，必先过好审题关。以

往，训练场上的一些做法，若按考场规

则评判，也许能得高分；若以战场法则

衡量，则未必有多大价值。新大纲中的

许多变化，目的就在于拉近操场、考场

与战场的距离，让官兵在近似实战的身

体状态、心理条件下作业，从而认清自

身素质与实战要求之间的差距。只有认

真把新大纲中的每一项标准、每一个要

求学深研透，真正做到像打仗一样训

练、像打仗一样应考，才能切实提高自

身打赢本领。

考核是备战的指挥棒，它指向哪

里，官兵的心思和精力就应投向哪里。

“考核及格线虽然降低了，但标准更高

了、要求更严了。”“如今考核像打仗，

硝烟味儿更浓了。”“考核的变化都与打

仗有关，一点都不能疏忽啊！”面对考

题之变，不少官兵在审题中摸出了门

道，也受到了触动。实际上，审题的

功夫是否下足了，比考了多少分更为

重要。

考核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发现不

足、找到差距，把问题解决在真正的战

斗打响之前。考核中暴露和解决的问题

越多，部队全面建设进步的幅度就越

大，战斗力提高的速度就越快。反之，

如果考核成绩总是优秀、各种奖状拿了

一堆，却不能发现问题和矛盾，一旦上

了战场，就可能导致重大损失。敢于发

现问题，善于解决问题，把考核中暴露

出来的短板补齐、弱项补强，才能增加

未来战争制胜的把握。

但也应认识到，不论考核怎么改

进完善，未来战场遇到的情况，都不

会仅仅限于我们“题库”里的那些内

容，也不会有完全符合规程和标准的对

抗。如果把目光局限于考场，就难以适

应“兵者诡道”的实战。从这个意义上

讲，考核规则既是规范更是引导，既是

约束更是激励；考核评定应当既重过

程更重总结，既重成绩更重实效，进

而充分发挥以考促训、以考促战的作

用。部队官兵在审题的过程中，也应

读出这一层意思来。

（作者单位：69236部队）

考题在战场不在“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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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某旅的野外驻训情况，被
一名小商贩摸得十分清楚。官兵住在
哪、演习打到哪，小商贩就开着大篷
车、拉着小百货跟到哪“伴随保障”。
但是今年，该旅对于野外驻训一成不
变的现象进行整治，调整演练脚本、改
变演训地域，小商贩难以再对驻训情

况“了如指掌”。
这正是：
军事机密非小事，

驻训岂能人尽知？

严查细纠除积弊，

练兵备战实打实。

洛 兵图 王辰玮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