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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坚持党员干部带头、以身作则关键词累累累

2014年10月，习主席在古田全军

政工会上强调，现在，紧迫的任务是要

把政治工作的威信树立起来，回到言

行一致、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等这样一

些基本原则上来。

“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南北

朝时期史学家范晔此言意思是，以自

己的行动教导别人，别人就会追随你，

以自己都做不到的言论教训别人，不

但没人听从，反而会生出是非。

正所谓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古往今来概莫能外。邓小平曾说：“连

长指导员不以身作则，就带不出好兵

来；领导干部不做出好样子，就带不出

部队的好风气，就出不了战斗力。”

党员干部的榜样作用是一面明亮

的镜子。老子《道德经》说：“故以身观

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

天下观天下。”从一个人的德行可以了

解一个人，从一个国家的德行可以了

解一个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党员干

部就是我们党的形象代言人，党员干

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影响广泛，作用重

大，他们的言行不仅可以观照出自己

的形象，而且能观照出组织的形象。

罗荣桓元帅认为，“作为党代表，做好

工作当然要有威信，可要让人服气，关

键又在发挥自己的模范作用和先锋作

用。”当年，爱国华侨陈嘉庚延安之行，

正是看到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高层

领导人勤劳诚朴、忠勇奉公的形象，才

得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

国民党俘虏看到，共产党的官不像

“官”，与国民党官大一级压死人形成

强烈对比，他们才很快形成对人民军

队的感情认同，快速转化为人民军队

的一员，成为打败国民党军队的有生

力量。

党员干部的榜样作用是一支无声

的军号。打起仗来，党员带头冲锋陷

阵，驳壳枪一挥，“跟我上”一喊，胜过千

言万语的思想动员。和平时期，“看我

的”一喊，就是要让战士切实感受到，党

员干部就是那个和他们一起攻坚克难、

生死与共的人。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

出，面对矛盾问题敢于迎难而上，面对

大是大非敢于亮剑，这才是党员干部特

别是领导干部该有的责任担当。

党员干部的榜样作用是一把有力

的戒尺。《论语》记载，季康子曾问孔子

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政者，正

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红军长征途

中，缺衣少食时，先冻死的人里有军需

处长，先饿死的人里有炊事班里的共产

党员……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更是严

于律己的典范。毛泽东一生廉洁奉公，

从来不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他的生

活管理员吴连登说：“主席经常讲，如果

我们随便吃了、花了、用了、拿了，部长

也可以，省长也可以，县长、村长都可

以，这个国家就没法治理了！”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中央出台了

“八项规定”，习主席要求各级领导干

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善禁者，先

禁其身而后人。”党员干部的以身作则

在这里划出了一道不能触碰的红线，

形成了一把有力的戒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各级

党员干部树起新时代的“好样子”，发

挥“头雁效应”，广大官兵学习榜样、赶

超榜样，就一定能汇聚实现强军梦的

磅礴力量！

以 身 教 者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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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陇西马衔山，高山草甸返青，朵朵野花迎风摇曳，这
是空军某雷达站官兵最期盼的季节。这里，一年中有 6个月都
是大雪封山。

午饭后，排长高阙带着几名战士到 3公里外的山腰取水。
随后，他又钻进雷达方舱排除故障。排里的老班长对这个年
轻的中尉竖起了大拇指。

一年前，高阙初到连队，一门心思想带好兵，却得不到大

家认可。他把心中困惑悄悄告诉了指导员田振宇。作为全军
优秀“四会”政治教员，指导员田振宇对他透露了自己的带兵
秘诀：“就六个字，‘看我的、跟我上’！”

这个秘诀，也是田振宇当年的老指导员传授给他的。
从上世纪 60 年代起，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带头在这

极端艰苦的山巅扎下根来。在这个连队，挖雪道、送给
养、排故障、新装备训练、比武考核，哪一件事不是连

长、指导员冲在前头呢？从一张张尘封的老照片和一个个
口口相传的故事里，高阙真切感受到了那穿越时空的精神
力量。

党员干部带头就是鲜明的导向。“看我的”“跟我上”——
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

率先垂范就是无声的命令。“看我的”“跟我上”——激励
着一代代官兵扎根西部，把忠诚镌刻在祖国的蓝天和大地。

陇东高原，暴雨越下越大，枪声越来

越紧。一名年轻的红军将领一手拿刀一

手握枪，冲在最前方。战斗中，一枚子弹

打中他的胸部，他按住胸口，继续指挥部

队渡过泾河，直至战斗胜利。因失血过

多，他的生命定格在了28岁。这片宁静

的河水，见证了他身先士卒、英勇牺牲的

壮举，也让人们记住了一个名字：红25

军政委吴焕先。

红25军官兵说：“跟着吴政委，就能

打胜仗”。他为革命理想而活，可以不要

钱、不要家、不要命，部队断粮，自己饿

着，伤病员先吃；战斗当前，亲临火线，带

头杀敌。毛泽东表彰吴焕先善于做政治

工作，又能身先士卒、英勇战斗、敢于牺

牲。

纵观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的各个

历史时期，涌现出无数担当重任、身先士

卒、以身作则的党员干部，吴焕先就是其

中的典范。

党员干部是先锋模范的代名词。《共

产党宣言》阐述了共产党人始终是各国

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

的部分。以榜样感召激励官兵，发挥党

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既是我军政治工

作的鲜明特色，也是党的先进性的具体

体现。这是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先锋队

思想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上率下、身

先士卒”精神的结合。

1920年8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

信中讲道，共产党“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

极觉悟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

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毛泽东复信：“见

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自从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党员干

部始终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表率。

1927年10月，南昌起义部队余部濒临绝

境，军心不稳。紧要关头，朱德站了出

来，“愿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他胸中的

信心与激情像火焰一般燃起官兵斗志，

部队冲出了重围。

毛泽东改编秋收起义部队，党员干

部丢掉旧军官“三金”“五皮”特殊待遇，

模范带头、以身作则的重大作用显现出

来。当时，一位连长在写给妻子的信中

说：“我们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衣也

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愉快，较之从前过

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

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规定，普通

士兵做到的，党员干部要带头做到，要求

“不论在执行自己的职务和个人行动上，

均须做全体军人的模范。”

长征中，红军总政治部要求把充分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作为“一个主要的工

作”。当时，从总司令到各级干部都把马

让给伤病员和体弱战士；红二军团过雪

山，军团长贺龙等党员干部牵着马，一趟

趟地把病号驮到山顶。这些都鼓舞和激

励着每名战士，形成强大凝聚力、战斗

力，最终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指挥员带兵

打仗都冲在前面，喊“跟我上”，而国民党

军官则往往站在后面，让士兵“给我

上”。一字之差，天壤之别，人心向背，胜

负立判。

“跟我上”的冲锋，永远比“给我上”

的命令有力。在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

月、在长征过“大渡河”“腊子口”时、在塔

山阻击战的烽火鏖战中、在上甘岭的枪

林弹雨中、在老山前线的猫耳洞里、在抗

洪抢险的大堤上、在抗震救灾一线……

在国家和民族砥砺前行最困难、最艰巨、

最关键的时候，正是像吴焕先一样的党

员干部立身为旗、时时处处以身作则，号

召引领广大官兵，汇聚成上下同欲、攻坚

克难的磅礴伟力，人民军队才不断从胜

利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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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探源

专家视点

战斗警铃响起，是谁

驾机升空第一飞？

长空列阵，沙场点兵。
在气壮山河的朱日和阅兵场上，歼

击机、预警机、运输机编队掠过长空。座
舱里，飞第一架次的编队长机都是谁？

一年 365天，当绿色信号弹升空，当
战斗警铃响起，拎着头盔跨进座舱，驾
机第一个升空的又是谁？

是空军航空兵部队的师长、旅长、
团长和大队长们。

群雁高飞头雁领。领导干部率先
首飞，是空军航空兵部队多年不变的传
统。

那年初夏，歼击航空兵某师试航海
拔 4000多米的陌生机场。雪域高原，高
寒缺氧，天气多变，是世界航空领域公
认的飞行禁区。

谁来领航第一飞？
翻开当天飞行日志，坐镇塔台的是

将军指挥员，试航的 5名飞行员是师长、
团长、副团长和大队长们。

试航充满风险。战机即将着陆，天
气突变，下起雨来。指挥员询问空中带
队长机：“有没有把握降落？”

带队长机、时任航空兵某师师长坚
定回答：“首长，请相信你的部队！”

随后他又提醒编队飞行员：“注意
保持数据！”长机沉稳而果断的语气，让
空中编队信心十足。

20多分钟后，一架架战机穿云破雨
呼啸而至。战机刚刚降落，大家又在接
近零度的气温里，冒雨进行再次出动的
准备。

随后，雨势减小，在师长的带领下，
一架架战机再次划开跑道上的雨水，腾
空而起……

从上世纪 70年代开始，这支部队在
党员干部的带领下，战低压、抗缺氧、斗
严寒，先后 11次向雪域高原这片航空禁
区发起冲锋，创造了空军高原战斗力建
设的多个第一。

如今，这段荣光仍在航空兵某旅的
基因里传承。旅政委许加平认为，“关键
少数”就是要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

该旅有一支“尖刀”飞行大队，成员
是旅领导、大队长等骨干。飞行领导第
一架次飞，政治领导第一线发动，机务
领导第一现场排故。

党员干部模范带头，是带头练兵、
带头出征，是率先垂范、不怕牺牲。

国产重型运输机运-20试训，师长
第一个驾机飞高原，团长第一个驾机实
施重装空投。

国产新型歼击机新大纲试训，旅长
第一个升空飞极限飞边界。

直升机高原搜救演训，团长第一个
钻山沟飞峡谷……

蓝天上的航迹是由党员干部书写
第一行，大地上的征战足迹亦是党员干
部留下第一双。

那年初夏，地空导弹兵某旅挺进高
原陌生地域拉动训练。

坐在第一台战车上的，是旅政委时
顺波。冒着大风、沙尘和暴雨，他带队
行进在部队的最前面。第二天，发起高
烧的他挂着点滴依旧坚持行军。

初冬时节，地导某旅某营赴某海域
实弹打靶。当晚，夜黑如墨，靶机沿着
诡异的航线来袭。

指挥员正准备下达射击命令时，目
标突然消失。带队出征的营长张爱平
迅速调整战术，很快再次捕获目标。导
弹随即腾空而起，一举击落靶机。

行动是最好的动员。
好作风是一仗一仗打出来的，也是

一级一级带出来的。在大漠戈壁、雪山
高原，西部战区空军部队各级指挥员，
始终靠前指挥，战在一线。他们与官兵
们并肩战斗的身影，矗立在阵地上，也
屹立在官兵心中。

单位出了问题，是谁

第一个检讨发言？

那年秋天，航空兵某团参加空军突

防突击竞赛考核。考前一天，上级通报
一起兄弟单位的飞行事故。第二天，该
团因担心飞行安全，降低了突防难度，
结果在考核中吃了败仗。

在该团随后召开的常委扩大会上，
气氛变得格外凝重。

团长站起身，率先发言：“部队没打
好，我负主要责任！训练四平八稳，难
度强度不够……”

紧接着，团政委自我检讨……没有
推诿责任、粉饰过失，大家纷纷结合自
身反思问题。

战斗力提升的道路，从来不会是
一条坦途。能否承担责任、带领团队
走出低谷，才是对领导干部的真正考
验。

检讨反思敢于叫响“向我开炮”，让
“战斗力标准”深深烙进官兵心中。这
次会议，他们列出 4方面 18项不符合实
战化训练的整改细目，并把突破口选在
了超低空训练。

政委与飞行员逐一谈心，帮助大家
树立信心。团长亲自后舱跟飞，一个一
个飞，一杆一杆带，逐步突破心理和技
术极限。

次年，该团再次参加空军考核，以
总分第二的成绩“逆袭”。

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模
范带头作用的发挥，取决于政治责任感
和事业心。特别是当单位发生地面和
飞行事故，领导干部首负其责，面对逆
境更需定力和担当。

多年后，航空兵某旅一名飞行员，
仍为当时领导的一句话而感动。那次，
他驾驶战机进行超低空训练，由于此前

对航路研究不够，导致战机在山谷转弯
处刮断了高压电塔避雷针。

通报下来，他内心忐忑。当时，部
队上下正在全力准备重大演训任务。
团里认真展开检讨反思，检查训练中存
在的薄弱环节。

从团长到政委，都耐心地给他做工
作，卸包袱。为了增添他的信心，师长
坐后舱，鼓励他说：“大胆飞，你的技术
我放心！”

如今，这名飞行员也成长为一名领
导干部。当年领导的暖心话让他走出
了低谷，也让他感受到党员干部“担当”
二字的分量。

集合号令下达，是谁

昂首挺胸站排头？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西北边
城，出操的号声已响彻地空导弹兵某旅
营区。

操场上，各方队排头兵肩膀上的
“星星”在晨光下熠熠生辉。旅长、政委
等领导干部带队出早操，是该旅几十年
如一日的老规矩。

早操过后，旅长和战士们一齐走进
宿舍楼，回到单身宿舍，将内务柜里的
挎包、水壶、腰带一一整理好。

早餐统一去大灶吃。馒头、鸡蛋、
面条、酸奶、豆芽、泡菜和土豆丝，常委
们桌上摆了啥，官兵们一眼就看到——
连餐桌上摆的辣酱都和他们是一样的

“标配”。
领导干部带队出早操，与官兵同

吃大锅饭、同喝一盆汤……这些看似
日常的点点滴滴，体现着这支部队的
精气神。该旅领导说：“标兵看齐在日
常。党员干部更要随时都有‘标兵’
意识，否则，兵龄长了，军衔高了，
就会慢慢放松要求，渐渐丢掉兵的味
道。”

无论什么职务，都要牢记“我是一
个兵”。昔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非常
重视军容风纪。一次召开干部大会，进
场时有几个将军没向卫兵回礼。刘亚
楼见此，当场严肃批评，让这几名将军
向卫兵回礼后重新进场。

腰杆挺得直，说话有分量。领导干
部的硬作风，体现的是一支部队的风
骨。领导干部唯有从自身做起，要求别
人做到的自己率先做到，才能“徙木立
信”，取信于兵。

一年前，某高炮团撤编，转隶到西
部战区空军某旅，并移防到西北大漠。
从繁华的都市到戈壁滩，很多已在原驻
地安家的官兵面临的将是长期的两地
分居。

离别那一天，团长韩刚和政委张强
与官兵一起打扫老营房，把老装备擦拭
干净，盖上篷布，打起背包，挥别妻儿，
坐上列车，一路向西。

新单位成立，韩团长改任副旅
长，张政委改任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面对新岗位的挑战，韩刚从头学起，
带领改装分队一头“扎”进兄弟单位
某营，拜营长、连长为师，抓紧学习
新装备。张强也很快完成角色转换，
深入一线和官兵谈心交流，帮助解决
现实矛盾。

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官兵们看在
眼里，领会在心。这一年，这个旅迅速
推进新型导弹的接装训练，延续了老高
炮团的精武传统。

计利当计天下利。以身作则，就看
党员干部能不能把纪律要求、党性标
准，融入自己身上，标明自己的刻度，特
别是涉及切身利益时，能不能坦然面
对，为下级做好样子。

正如该旅战士们所说：“有这样的
领导，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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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直气壮叫响“看我的、跟我上”
—西部战区空军部队弘扬“党员干部带头、以身作则”优良传统新闻观察

■特约记者 杨 进 通讯员 孙 霖

每次执行重大任务，西部战区

空军航空兵某旅领导都会带头上，

带头飞。图为该旅旅长（右一排头）

带领飞行员准备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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