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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论坛

玉 渊 潭

长城瞭望

基层心声

谈训论战

先看两个人物故事。

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干部带兵打

仗都冲在前面，一声声“跟我上”震天动

地。八路军129师旅长范子侠多次对部

队讲：“我前进你们跟着我，我停止你们

推着我，我后退你们枪毙我。”正因如

此，范子侠多打胜仗。

前不久，媒体报道了空降兵李振波

的先进事迹。李振波，投身伞降事业40

年，处处以身作则、带头冲锋。汶川抗

震救灾，他是空降兵15勇士的领队，带

头从 5000米高空跳向震中。40年来，

他带出数以千计的尖子骨干，始终保持

着普通一兵本色。

时空流转，变换的是沧海桑田，不

变的是血脉基因。如果老一辈革命家

是红色传统、红色基因的缔造者，那么

李振波等“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就是

优良传统、红色血脉的赓续者。

融入历史长河中的精神血脉和红

色基因，已经成为我军的集体记忆和精

神瑰宝，是人民军队薪火相传、继往开

来的深厚基石。无数个“李振波”告诉

人们，我军的红色基因永远赓续，他们

就是看得见的“活传统”。

弘扬优良传统，赓续红色基因，是

抓出来的，更是带出来的。领导干部要

自觉做到教育者先受教育、铸魂者先铸

其魂，带头恢复传统，带头一新风貌，成

为让人看得见的“活传统”。

“传统不是守住炉灰，而是热情火

焰的传递。”弘扬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

脉，决不是把传统高高挂起来，或者大

谈红色基因如何重要，而是要落实在行

动上。“上为之，下效之”“子帅以正，孰

敢不正”。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会对

普通党员和官兵产生强大的示范和导

向作用。领导干部以上率下、以身作

则，坚持传统、学用传统，红色基因就有

希望一代代传下去。如果领导干部不

能模范带头，或者身上看不到优良传统

的影子，就可能出现“干部不领，水牛掉

井”的尴尬。

精神薪火相传，恰因初心如磐。

优良传统、红色血脉，看似无形，却

主导行为；虽是软实力，却发挥着硬

效应。传统有多深，血脉有多纯，全

都体现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体

现在学习、工作、训练、生活的方方

面面。一定意义上讲，那些始终对党

忠诚纯粹的，那些时刻把官兵利益放

在心上的，那些生死面前挺身而出

的，那些遇到利益心不动的，那些面

对敌人敢于亮剑的，都是身上的红色

基因在焕发生命力。如果领导干部没

有红色基因，或红色基因发生变异，

那就可能做不到关键时刻冲得上去、

危险关头豁得出去，也不可能扛得了

重活、打得了硬仗、经得住磨难。

红色基因、优良传统是看得见

的，它们就驻留在一个又一个“活传

统”身上。杨业功常说：“当了将军，我

还是农民的儿子；权力是人民赋予我

的，我没有任何特权！”他把自己修炼为

对党忠诚、廉洁用权的“活传统”；满广

志发出誓言：“‘红军’要过硬，‘蓝军’必

须硬，我必须‘跑好历史这一棒’”，他把

自己锻炼为善谋打仗、不辱使命的“活

传统”；韦慧晓坚定航向：“有些事情应

该有人做，但目前没人做，我愿意去

做”，她把自己历练为勇闯新路、矢志奋

斗的“活传统”；李浩信心满满，“练就过

硬打仗本领，为无人机新质战斗力提

升不断贡献力量”，他把自己磨练为立

足岗位、拼搏进取的“活传统”……

无数个这样的“活传统”彰显了共产

党人的信仰底色，确立了坚守初心的

价值坐标，让优良传统在新时代放射

出夺目的光芒。

领导干部不带头成为“活传统”，

不强化红色记忆，红色基因就可能变

异。这种变异有的是突变的，也有的

是诱发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查

处了一批领导干部，譬如郭伯雄、徐才

厚、房峰辉、张阳、谷俊山之流，还能说

他们身上有红色基因、红色传统吗？

这些反面事例告诫我们：优良传统不

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

变，变了就变了质。

当前，我军正处于改革强军的加

速推进期、转型发展的攻坚克难期、履

行使命的严峻考验期，前进的路上还

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

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挑

战考验面前，更加需要传统的力量、精

神的支撑、血脉的赓续。广大官兵尤

其是领导干部要永葆赤子之心，不忘

奋斗精神，唤起“知其难为而为之”的

责任担当，坚定“虽九死其犹未悔”的

必胜信念，成为让人看得见的“活传

统”，如此方能砥砺前行、不辱使命，

在新时代创造新业绩，在新长征路上

书写新画卷！

（作者单位：96711部队）

成为让人看得见的“活传统”
—把红色基因转化为强军优势⑥

■鹿文龙

清人石成金在《传家宝》中写了一个

“看写缘簿”的故事：有一军人，穿布衣布

靴游寺。僧以为常人，不加礼貌。军问

僧曰：“我见尔寺中，也甚淡薄，若少甚的

修造，可取缘簿来，我好写布施。”

僧人大喜，随即献茶，意极恭敬。

及写缘簿，头一行才写了“总督部院”四

个字，僧以为大官私行，惊惧跪下。其

人于“总督部院”下又添写“标下左营官

兵”，僧以为兵丁，脸即一恼，立起不

跪。又见添写“喜施三十”，僧以为三十

两银子，脸又一喜，重新跪下。及又添

写“文钱”二字，僧见布施甚少，遂又起

立不跪，脸又变恼。

此僧先不礼貌，因无钱；后甚恭敬，

因有钱；先一跪，为畏势；后一跪，为图

利。若世人都是如此，岂不可叹！

势利是小人的符号和嘴脸，也是人

性的一大弱点。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

功名利禄看得太重、举得太高、想得太

多，势必会追名逐利、急功近利，变得世

俗世故，甚至会不择手段、不顾廉耻，没

有底线、没有操守。“眼大善观风察色，

嘴阔会拍马吹牛，手长能捞名攫利，身

矮好屈膝磕马。”这样的人，必重利而品

行不高，想有好名声无异于痴人说梦。

为官者当警鉴。

“政声人去后, 民意闲谈中。”孰优

孰劣，听一听茶余饭后的闲谈，便能为

其官德、政绩找准坐标。翻阅史书，在

位时不注重自己德行的“势利中人”，一

旦失去了权势的光环，能有几个是有好

名声、受人尊敬的？北宋参知政事丁

谓，对宰相寇准毕恭毕敬，一次吃饭时，

在众目睽睽之下竟为寇准拂拭胡须上

的菜汤，得了个“拂须参政”的雅号。

看来，势利之人，迎合谄媚，希恩固

宠，看中的是权势，谋取的是利益。他

们只敬衣衫不敬人，围绕着一个“利”字

来做文章，哪怕是用一世名声换取一时

利益也在所不惜。

“君子之游世也以德，故不患乎无

位；小人之游世也以势利，故患得患失，

无所不为。”不论是做人处事，还是从政

为官，都应该以德为本、以廉为道，而不

应把金钱地位放在首位。这个本和道，

即使放在今天也要坚守。

“无论作何等人，总不可有势利

气。”我党历来坚决反对吹吹拍拍、看领

导眼色说话办事。刘少奇同志在《论共

产党员的修养》中曾经说过，共产党员

“没有私人的目的和企图要去奉承人

家，也不要人家奉承自己”。每个党员

干部都是服务群众的一员，所从事的工

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可以说，一切正

派的人都是一棵挺拔的大树，“苏世独

立，横而不流”，没有必要搞攀龙附凤、

看人下菜那一套。

然而，势利之官尚未绝迹。有的

人两只眼睛喜欢向上看，见到上级是

“弥勒脸”，指导下级变“雷公相”；有的

见高就拜，见低就训，上司才半句，早

已“是是是”，下属陈千言，唯有“嗯嗯

嗯”。在他们的眼里，地位和财富才是

区分高下的主要因素，德高望重、真才

实学都得统统排在自己职务的后面。

这样做，除了损害革命情谊，还能有什

么意义呢？

当下，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一些同

志没有了领导职务，少了前呼后拥，便感

到不自在，甚至发出“人一走茶就凉”的

感叹。埋下势利种，长出炎凉田。很多

时候，不是因为别人炎凉，而是源自自己

势利。若知今日，又何必当初？

“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士之相知，

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能四时而不衰，历

险夷而益固。”党员干部因为有共同的

信仰而聚到一起，都是自己所在那片天

地的一方土壤、一朵浪花，更应该弘扬

正气、激浊扬清。唯有如此，才能把官

做淡，把事做精，把人做好，真正把德业

功业立在群众的口碑心碑上。

总不可有势利气
■秦洪军 汪哲夫

检验新大纲训练成效,离不开军事

训练考核。但考核也应贴近实战，不必

提前下发预考内容。

据一些官兵反映，每次组织军事训

练考核前，有的上级机关总是预先下发考

核内容、考核标准、考核奖惩等。结果，基

层单位为了考出好成绩，就把大量时间和

精力用在预考内容上。到头来，考核结果

虽然不错，但往往会因一门心思训练备考

内容而漏训一些小专业、小课目。未来战

争是体系作战，任何作战要素都不能“塌

腰”。此种做法，如果上了战场，就可能因

小专业不精通、小课目不熟练，导致“马蹄

铁”效应，引发战场失利。

训练要达到实战化，考核和接受考

核的单位都要树牢战斗力标准。坚持

按纲施训、从严施训，上级要用好实战

这把尺子，备考单位也应端正训练作

风，破除应试思维，不能因为考核随意

调整训练内容、随意变更训练计划，也

不能因为考核该拉的实兵不拉、该打的

实弹不打。这样才能以考促训、以考备

战，真正检验出一支部队的实战化训练

水平。

预考内容不必提前下发
■董书齐 潘长喜

练兵备战，不仅备在实战化训练

上，也备在日常养成上；不仅备在武器

装备上，也备在战备物资上。

战备物资平时备着不用，但一用可

能就是关键时刻。储备战备物资，重在

实用管用。如果战备物资不管用、不能

用，到了战场上就会贻误战机。二战

中，因一个撬棍准备不到致使意大利军

队败阵的教训，需要引起我们的警醒和

反思。

然而，现实生活中，却有少数单位不

注重战备物资的适用性适配性。有的虽

然大包小包地准备了很多战备物资，却

有一些尺寸不合适、型号不配套、软硬不

兼容。还有的平时使用信息化装备，备

的却是机械化装备的维修工具。

管用实用的战备物资，关乎战士

生命，关系战场胜利。战备物资的不

适用，看似是工作不仔细、不到位，

实则是“和平病”的反映。消除和平

积弊，强化练兵备战，决不仅是上级

强调什么就抓什么，而要对照战斗力

标准，用好实战这把尺子，盯住每一

个环节，消除每一个死角，补足每一

块短板。如此，才能做到战前求备，

战时求全，不让藏在细节里的“魔

鬼”挡住胜战之路。

（作者单位：31691部队）

战备物资重在实用管用
■张桂林

近期，某部少数战士就餐时间经
常点外卖。时下天气炎热，这些外卖
在食材品质、制作条件上参差不齐，战
士食用后容易导致肠胃疾病。而且，
经常点外卖，容易带来泄密、攀比等问
题。为此，该部一方面及时征求战士
意见，针对季节特点调剂伙食；另一方
面加强教育，叫停点外卖行为，引导官

兵强化保密意识。
这正是：
莫逞一时口中畅，

安全风险记心上。

数据信息把好关，

无意泄密代价昂。

袁一楠图 施豪挺文

和平积弊问题清单，纠正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清单，“微腐败”和

不正之风问题清单……到一些单位检

查调研，总会发现个别领导干部喜欢

拿问题清单当作成绩“晒”。

梳理出问题清单，说明这个单位

领导重视问题，清晰立起了解决问题

的靶子。然而，若把承认问题、暴露

问题就当作“自我革命”，那只会模糊

查摆问题的初衷，陷入问题的海洋里

出不来。

缘何有的干部宁愿陷入问题的海

洋里而不愿出来？这是因为，清单上

有的问题本就是顽瘴痼疾，一般性方

法很难奏效，需要创新思路、另辟蹊

径，而试错必然要承担相应责任；有

的问题则属于系统性制度性问题，解

决起来既需要左右配合，又需要上下

支持，没人牵头便不愿意出头；有的

问题解决起来更是要动很多人的奶

酪，改后还会给自己工作层层加码，

利己心态作祟……所以，相对于有的

干部是被“热热闹闹”的问题查摆活

动卷进去，难以做到“不畏浮云遮望

眼”，一些干部是明知清单上的问题症

结在哪里，还是选择一头埋进沙子，

甘愿陷入问题的海洋不出来。

列出问题清单，不是让人看的，

而是为了解决问题。列出问题清单只

是第一步，解决问题才是终点。只有

把问题清单转化为销号清单、成效清

单，才能真正赢得兵心，将精力聚焦

于练兵备战，树牢战斗力这个唯一的

根本的标准。官兵最反感的就是形式

主义，最期盼的是解决问题。如果问

题只是“晒”出来，而不主动、积极

地解决，带来的负面效应会更大，甚

至会影响各级党委的公信力。

敢于较真，久久为功。“世界上怕

就怕‘认真’二字”。各级领导干部要

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勇气，俯下

身子，真抓实改，把该担的责任担起

来，把该抓的事抓到位。决不能停留

于口头整改、纸上整改，再搞用形式

主义纠治形式主义那一套。习主席

说，干事业好比钉钉子。钉钉子往往

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而是要一锤

一锤接着敲，直到把钉子钉实钉牢，

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不断钉下去，

必然大有成效。对于一些部队当中存

在的老问题，要从根上抓，也要耐心

抓，切实去除问题滋生土壤。

改进方法，讲究效率。“我们一定

要讲究工作方法”，这是毛泽东同志的

教导。他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

指出：“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

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

题。”针对清单上的问题，应分门别类

建立分工责任制度。某一问题、某一

方面的事情归谁负责，必须由其承担

到底，拿出针对性解决方案，限定整

改时间，一定不能允许无限期地拖

沓。应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坚持挂

账销号，采取定期“回头看”的方

式，对问题整改效果进行有效检验。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

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

界。”投身强军实践，发现问题的敏

锐、直面问题的担当固不可少，归根

到底还在于解决问题。如果说解决问

题是必须完成的任务，那么方法就是

“桥和船”。经验告诉我们：不是问题

有多难，而是意志是否坚决、方法是

否科学。只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

狠劲和韧劲，用好挂账销号制度，采

用任务倒逼、时间倒逼、责任倒逼的

方法，就一定能让问题一个个地解决

掉、解决好，真正以解决问题的扎实

成效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不断前进！

（作者单位：武警河南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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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

纯正基层风气，要大力纠治“微腐

败”。但在抓“微腐败”之时，也要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决不能见风就是雨。

某位战士看到有人给连长“送礼”，

遂以“微腐败”事件报告纪委。结果，纪

委派人来查，调查了大半天，才知道并

不是“微腐败”，而是战士帮忙代买的东

西。事情虽然过去了，但给连长的形象

威信却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对这位战士的行为，笔者没有批评

的意思。相反，他的出发点可能是好

的，只是忽略了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

监督一定要以事实为依据，不能动不动

就上纲上线。事实上，“微腐败”行为大

都带有主观意愿，送的人抱有功利思

想，收的人以捞取好处为目的，有的则

是以权权交易为方式，以权谋私。去

年，中央军委纪委专门下发官兵身边的

“微腐败”和不正之风70条问题清单。

对照这些清单纠治“微腐败”，就不会出

现太多偏差。

“微腐败”人人可以喊打，但决不

是什么都可以与之画等号。监督“微

腐败”应坚决防止随意化、扩大化、

极端化。“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

很多时候，眼见并不一定属实。《孔子

家语》就记述了这样一则故事：孔子

周游列国，被困陈、蔡之间，断粮七

天。后来，子贡相机混出去买了一石

米回来。颜回便马上开始煮饭。当饭

快熟时，子贡发现颜回竟背向他们偷

偷把一团饭急切地往嘴里塞。于是，

他马上告诉了孔子。经过一番巧妙对

话，孔子才得知颜回吃的其实是掉在

饭里的灰。对此，孔子感叹：“所信者

目也，而目犹不可信。”这充分说明，

事物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对事情有较

准确的把握，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再

作结论也不迟。

千万莫忘了，抓风气的目的是为

了提振精神士气、纯洁战友感情。如

果动不动就扣上“大帽子”，不加分析

就妄下结论，到头来，不仅影响战友

感情，还会极大削弱军心士气。因

此，举报不能任意为之，一定要考虑

是否出于公心，是否实事求是，是否

有利于士气凝聚。否则，就是本末倒

置，就是分散各级抓建基层的精力，

就不是为战斗力服务，而是对战斗力

的一种伤害。

不能见风就是雨
■刘 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