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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渊 潭

长城瞭望

谈训论战

长城论坛

“必须下达‘入列’而不是‘请入
列’！”近日，某旅持续纠治个别指挥员
队列用语说“客套话”的问题。在发现
个别指挥员将“请指示”改为“请您指
示”，将“稍息”改为“请稍息”后，该旅
教育官兵认识到，“话风”也是作风，口
令是命令的组成部分，必须不折不扣
按《队列条令》执行，坚决维护条令的

严肃性和权威性。
这正是：
纪律肃严细柳营，

校场演阵塑精兵。

队列用语毋私改，

口令声声为打赢。

周 洁图 汉唐风文

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

半。军校学员从校门到营门，如何走好

“官之初”？近日，某部组织军校毕业学

员岗前培训，一名“基层通”给大家支

招：“刚到部队，首先要像革命前辈和英

模那样，甘于把自己当布头、扫把和螺

丝钉。”

布头的最大特点是不挑地方、不分

时间，都乐意服从需要，用来补帽子戴在

头上也行，补裤子坐在下面也行。我们

党的创始人之一、开国元勋董必武同志

就自称是“一块补补丁用的布头”。对于

毕业分配来的军校毕业学员，部队都会

尽量因才而用。但由于受编制等原因的

影响，也难免会出现一些专业不对口的

现象。这个时候，就要发扬“革命战士是

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服从精神，甘

于把自己当布头，组织把自己安排在哪

个岗位，就坚决做到不讲价钱、不计得

失，牢牢地贴在哪里。

把自己比作扫把的，是敢于横刀立

马的彭德怀元帅。彭德怀同志曾说：“我

们要像扫把一样供人民使用，而不要像

泥善萨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称赞我们，

抬高我们，害怕我们。”扫把最大的特点

是以被使用为荣，在每次打扫完庭院后，

便悄无声息地走进旮旯了。从军校到部

队，军校学员的身份也从学员变成了军

官。当官了，意味着责任更重了。不强

化自己的身份感，不显“官威”，不摆“官

谱”，而是像“扫把”那样只讲奉献，不问

收获，多为战士服务、多帮战士解难，这

样的干部，怎能不受部队欢迎？怎能

“扫”不出一片广阔天地？

雷锋曾在日记里写道：“我愿做一颗

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心无旁骛、永不松

劲，是螺丝钉的最大特点。愿当螺丝钉，

并不是让大家自甘平庸、没有远大志向，

而是鼓励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干事创

业。军校学员初到部队，不能因在基层

默默无闻而一味追求轰轰烈烈，不能在

基层没干几天就琢磨着进机关。只有像

螺丝钉一样铆在岗位尽心尽力，工作才

能尽善尽美。

古人云：“艺道兼培，由木而森。”布

头、扫把、螺丝钉，都是小“什物”，体积

虽不大，作用可不小。军校毕业学员走

好“官之初”，就是要像它们那样，扎实、

踏实、务实，以点滴努力的慢工，安心在

基层中锻造成长。正如一位作家清晨

醒来与窗台一朵悄然绽放小花的邂逅：

“原来，风过、雨过，只要你默默积蓄，储

藏了一冬的精神和力量，总会有自在写

意的一天……远方其实并不远，走着走

着花就开了。”

（作者单位：武警特警学院）

布头 扫把 螺丝钉
■张文全

不知道通过军队文职人员招考报

名的人，此刻会是怎样的心情；不知道

期盼国富军强的人，看着还在飙升的报

名人数会有怎样的感慨。

2018年 7月 10日，历史会记住这

一天。当日晚，我军首次面向社会公开

招考文职人员工作全面展开。消息一

出，网上火爆：近千家网站迅速转发此

消息，140多家网站将此消息置顶；半

小时内的点击量达“千万＋”；次日起，

各军兵种、各省军区的招考消息在网上

再续热点……

军队文职人员招考的消息为何如

此火爆？浏览网上跟帖，有“工作相对

稳定，福利待遇有保障”的“就业论”，有

“军队招揽人才，我何不去试试”的“参

与论”，有“每个青年心中都有一个从军

梦，军队招考文职人员，给了那些没能

穿上军装的人一个到部队工作的机会”

的“圆梦论”……不管报名者的初衷是

什么，能踊跃报名，本身就是军队文职

人员岗位吸引力的体现，本身就是一种

对军队建设的关心。在爱上军队文职

人员N个理由的背后，反映的是广大

青年可贵的国防意识。

文职人员，是在军队编制岗位从事

管理工作和专业技术工作的非现役人

员，是军队人员的组成部分。文职人员

依法享有国家工作人员相应的权利，履

行相应的义务。吸引文职人员到部队

工作，是世界各军事强国的通行做法。

在美、德、英等军队中，都有大量文职人

员从事专业性事务性基础性工作，有的

规模甚至达到现役员额的一半以上。

我军的文职人员制度建立于2005年，

此前经历了职员制度、文职干部制度两

种模式的探索和实践。2006年，我军

开始招聘文职人员，先后有2万余名社

会优秀人才到部队工作。这些文职人

员，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

献。

习主席指出，文职人员是现代军队

的重要人力资源，要建立统一的文职人员

制度。“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出台《中国

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发布文职人

员统一考试大纲、细化招考流程……为

做好我军的文职人员招考工作，军队有

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这些都为文职人

员的招考提供了政策依据。

军队，是汇聚热血儿女的磁场，是青

年百炼成钢的熔炉，是施展青春抱负的

舞台。我军正处在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

关键时期，对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这些

都为文职人员在部队建功立业提供了难

得机遇。从这次招聘的岗位计划表也可

以看出，文职人员来到火热军营后，将更

多地承担军事人才培养、技术创新、资源

管理、勤务保障等方面的工作。我们相

信，文职人员到部队后，更清晰的职业路

径、更规范的教育管理，一定能使大家在

本职岗位上实现人生价值。

毋庸讳言，尽管文职人员不穿军

装，但也是国防建设的重要力量，也同

样享有军人的荣光。正如歌中唱到的，

“虽然身上不穿军装，同样也是军中之

星，虽然手中不拿钢枪，也是那无畏的

士兵……”穿在心上的军装，一样美；跟

穿着军装的人一起工作，也很美！

“文职人员工资包括基本工资、津

贴、补贴等。”“住房实行社会化、货币化

保障政策，文职人员可以租住用人单位

的宿舍，符合条件的可以租住公寓住

房，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和房租补贴

参照现役军官政策确定的标准执

行”……这些更具比较优势的待遇，为

文职人员献身国防、报效国家搭建了拴

心留人的稳定平台、开辟了美好前景。

“男儿不展风云志，空负天生八尺

躯。”根据计划安排，文职人员的报名截

止日期是本月22日。有志到军营建功

立业的青年才俊们，人民军队爱人民，

人民军队人民爱。新时代的人民军队，

期盼你的加入，来与现役军人一起，共

同唱响强军兴军的“大合唱”！

文
职
人
员
，
火
热
军
营
欢
迎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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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基因如何真正传下去、显威

力？近日，两则新闻或许给人启示。

一则是，在某部组织的“红色基因

新传人”评选活动中，刚刚在“红色基因

知识竞赛”中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孙某，

得票数却在20名候选人中垫了底。原

因何在？一名投票参与者在帖子里说：

“他学得好做得差，谁能对这样的‘剪刀

差’不打×？”

另一则是，一名记者在陆军某旅

“红一连”嵌入式采访时感慨：“这里

的官兵很少把红色基因挂在嘴边，但

他们看上去都是当年红军的样子。”该

记者将这一体会分享到朋友圈后，赢

得满屏点赞。

“信仰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行

为，它只有被实践的时候，才有意义。”

传承红色基因，既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心

灵守望，更是一场关于初心的行动接

力。对红色基因，光喊口号不行，只贴

标签无益，发动起红色基因这一强军兴

军的“红色引擎”，跨越从知到行这一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能在“心、

言、行”的“三点一线”中，欣赏到“世界

上最美丽的风景”。

一 个 “ 知 ” 字 重 千 钧 ， 一 个

“行”字抵万金。注重用行动传承红色

基因，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的鲜明品

格，也是一茬茬革命军人的优良传

统。邱少云把红色基因的传承体现在

严格执行作战纪律中，立起了“烈火

中永生”的不朽雕塑；杨业功把红色

基因的传承落实于夙夜在公真打实备

中，矗立起“神剑倚天立”的精神丰

碑；李向群把红色基因的传承寓于全

心全意为民爱民的行动中，构筑起

“使命高于天”的钢铁大坝。

梁漱溟先生曾说，现代化的中国

“是一棵新树，但他是从原来的老树根

上生长出来的，仍和老树为同根，不是

另外一棵树”。进入新时代，根上开花

花更艳。“红色引擎”不仅从未被按下

“OFF”键，而且油门踩得更实，前进动

力更足。抗洪大堤上的“最美睡姿”、火

灾现场中的“最美逆行”、长江浊流里的

“最美潜游”……广大官兵用一个个“最

美”，把红色基因的传承写在了一心为

民的赓续里、练兵备战的砥砺里、剑及

履及的笃行里。

管仲有云：“不言之言，闻于雷鼓。”

意思是说，落实思想的实际行动，就像

雷鼓一样能震撼人心。领导干部带头

传承红色基因，就是这种具有强大影响

力的“不言之言”。因此，领导干部既要

大张旗鼓地宣讲红色基因，更要身体力

行地践行红色基因，如此才能使红色基

因成为黄钟大吕的绕梁之音、给人力量

的奋进之薪。

“当你不能冲刺跑的时候，那就慢

跑，如果慢跑也做不到就走，实在不行

还可以用拐杖，但永远不能停下来。”7

月6日，当乌拉圭队负于法国队，无缘本

届世界杯四强时，71岁的乌拉圭队主帅

塔瓦雷斯拄着拐杖，再次上前给队员们

送上他的这一“金句”。脚步虽已蹒跚，

但信念依然笃定。对塔瓦雷斯，媒体评

论说，“执掌国家队12年间，他对自己执

教理念的坚定传承，是乌拉圭队始终前

行的强大动力。”“基因一变非前物。”红

色基因是人民军队的精神本色，也是革

命军人的人生底色。传承红色基因，是

一场薪火相传的接力跑，需要笃定前

行，“永远不能停下来”。

“记忆中那一片红，你红得让我好

心动，风雨藏在岁月的背后，而我依

旧能读懂你沧桑的笑容……”当前，

强军征程已驶入新航程，劈波斩浪、

击水中流，不在岸边“看”，甩开膀子

“干”，给“红色引擎”开足马力，就

一定能确保我军血脉永续、根基永

固、优势永存，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

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

一流军队提供强大动力。

（作者单位：西部战区联合参谋部）

发动起强军兴军的“红色引擎”
—把红色基因转化为强军优势④

■叶大斌

俗话说，好听的话让人笑，难听的

话让人跳。可有时候的一些“美言”，看

上去是让人笑，其实是诱人跳，甚至是

诱人往坑里跳。

比如小学语文课本里的《乌鸦与狐

狸》，那里面的狐狸，对嘴里叼着肉的乌

鸦说的“您的嗓子真好，谁都爱听您唱

歌，您就唱几句吧”的“美言”，就是为了

得到乌鸦嘴里的那块肉。

动物辨不出“美言”的阴谋，丢的只

是一块肉。换作了人，特别是领导干

部，若看不清“美言”的真颜，丢的可能

是人的性命。

唐德宗时期，宰相卢杞对颜真卿恨

之入骨，但他从不表现在脸上和嘴上。

公元782年，当李希烈举兵反唐时，熟悉

李希烈脾性的卢杞认为除掉颜真卿的

机会到了。朝堂上，在推荐谁去宣慰李

希烈的人选时，卢杞对皇上说：“颜公三

朝旧臣，正直刚决，名重海内，人人信

服，是一个真正的扶国之才……”听了

卢杞的“美言”，唐德宗真派一大把年纪

的颜真卿去宣慰李希烈。结果，颜真卿

这个太子傅、“楷书四大家”之一，果然

如卢杞所料，死在了李希烈之手。

人们常说，恶言伤人，其意是提醒

一个人在说话时要注意方式方法，要讲

究策略、多积口德。其实，相比直白坦

率的恶言，包藏祸心的“美言”杀伤力更

大。这是因为“谗夫似贤，美言似信；听

之者惑，观之者冥”，它穿着漂亮的“马

甲”，因而有很强的迷惑性、隐蔽性、欺

骗性。它看似“与人为善”，实则“不善

与人”，很容易让人在晕乎乎、乐滋滋中

上套、中招，甚至还能收到“把你坑了你

还对他说谢谢”“把你卖了你还帮他数

钱”的奇效。正是看到“美言”的这些

“优势”，居心叵测者往往在“正面强攻”

不成之后，会换用“美言”这一武器来实

施“甜蜜的攻击”。

可惜的是，有些人对“美言”看不

清、认不透，甚至在“美言”的“精神贿

赂”下滑下深渊。一名落马官员在忏悔

录中写道：“开始我也耻于行贿，但身边

人给我说，你这么有才、有能力，只有在

更大的舞台上才能实现人生价值，才能

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上了‘美言’

的当呀！”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也曾懊

悔地说：“身边‘朋友’一个劲地劝我，要

结交大领导，这样才能展示大本领，才

能为党和人民作出大贡献……他们拍

马屁是为了骑马，他们给我‘美言’，其

实是想自己的‘美事’。”

“美言”包装得再美，也能被慧眼看

穿。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当

听到的话让耳朵很舒服时，还是多想想

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听恭维话时务必

多长一个心眼”的提醒。这样，就或许

能看清溢美之词背后的用意、躲过浮夸

之言背后的陷阱、跳出虚华之语背后的

圈套。

在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名叫赫

剌克勒斯的英雄。天后赫拉嫉妒赫剌

克勒斯无比的神力，于是通过行刺、放

毒蛇咬等手段，想置其于死地。阴谋

都没得逞后，赫拉想到了“美言”这一

招。一天，见赫剌克勒斯正坐在黄昏

的窗下沉思，赫拉便派名叫“享受”的

美女去腐蚀他。交谈中，“享受”对赫

剌克勒斯“美言”道：“如果您跟我走，

就不必用心思，不用花力气，就能走上

人生最平坦最安逸的路，就可以尽情

享受人生。”赫剌克勒斯识破了“享受”

的诡计，大声斥责：“世上哪有这种好

事？”于是赶走了“享受”。

苏格拉底有句名言：“猎人利用狗

来捕获兔子，而阿谀者用赞扬来捕获愚

蠢者。”愿我们都能领悟这句话的真谛，

多增一分不当“愚蠢者”的清醒，对“美

言”三思而后听，三听而后信。

对“美言”多长一个心眼
■杨建懿

《庄子》 中的庖丁解牛、佝偻承

蜩、梓庆为鐻、轮扁斫轮、匠石运斤

等故事，都揭示出熟能生巧的道理。

对军事训练来说，要走出低层次徘徊

的备战状态，必须坚持熟能生巧，力

戒投机取巧。

叶剑英元帅说：“熟了就能生巧，

熟了就能提高，熟了就能够提出新的

东西……一切革新，一切倡议，一切

提高，都是在熟练的基础上产生出来

的。”千锤百炼才能高人一筹，一切真

本事都是苦练精练巧练出来的。同样

的装备，由于操作者熟练程度及精神

状态不同，其发挥的效能也不尽相

同。“三栖”尖兵刘珪，一个踢枪上膛

的快速射击动作，就反复练习5000多

次，终于拥有了“脚跟上膛、枪响靶

落”的绝技。

打仗硬碰硬，训练必须实打实。

然而，有的把实弹化野外化当作实战

化，满足于训练场上人员凑齐、课目

训完、时间熬够；有的危不施训、险

不练兵，避重就轻、避难就易，出现

偏训漏训粗训问题；还有的把队列

化、程式化的东西当成高标准，热衷

于摆大场面、练花架子、搞假把式。

这种训风不实现象和投机取巧的心

理，是和平积弊的顽症之一。正如

习主席指出：“训风不正是对官兵生

命、对未来战争极大的不负责任，危

害甚大，必须坚决克服。”

“练兵若难，进军就易；练兵若

易，进军就难。”最好的训练形式是实

战，最好的训练条件是实战环境。训

练条件与实战环境越接近，受训者感

受到的打仗压力越大，经受的打仗锻

炼越多，打仗能力的提高就越大。一

名外国军事专家认为：“只有在最大限

度接近于战斗条件下进行的训练，才

能使军人形成现代战斗条件下顺利进

行活动所必须的牢固而稳定的技能和

熟练。”只有紧盯作战对手抓训练，着

眼于制衡强敌抓训练，从最困难、最

复杂、最恶劣的情况出发，从难从严

进行训练，才能全面提高部队实战化

训练水平，压缩和平积弊生存的空间。

巧者不过习者之门。各单位应坚

持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部队最

缺什么就专攻精练什么。坚持紧贴自

身使命任务抓训练，围绕所担负的军

事斗争准备和作战任务来确定训练课

题，瞄准未来可能面对的作战对手和

战场环境设计训练内容，不断提高军

事训练的针对性。坚持紧贴现代战争

特点抓训练，不能一味在“攻山头”

“夺阵地”上打转转，必须紧跟时代、

与时俱进，充分体现现代战争制胜规

律。坚持紧贴部队装备实际抓训练，

有什么装备就练什么装备，有什么装

备就打什么仗，提高立足现有装备打

胜仗的信心决心。

（作者单位：北京卫戍区警卫某师）

熟能生巧与投机取巧
■邵 宇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当听到的话让耳朵很舒服时，还是多想

想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听恭维话时务必多长一个心眼”的提醒。这

样，就能看清溢美之词背后的用意、躲过浮夸之言背后的陷阱、跳出

虚华之语背后的圈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