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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爱兵如何既见行动又见温情

更见成效？“战士不吃饭，干部不动

筷；战士不睡觉，干部不上床”，某团

带兵人共同坚守的这一信条，温暖了

兵心，鼓舞了士气，凝聚了军心，值

得肯定与学习。

“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幕未办，

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带兵

爱兵千万招，真情关爱第一招。带兵，

关键在一个“情”字；爱兵，根本在一个

“心”字。“天下一情所聚也。”情之所在，

一往辄深；诚之所至，金石为开。古往

今来，凡为将者，莫不用情；凡带兵者，

无不用心。吴起“与士卒最下者同衣

食”，李广“得赏赐辄分其麾下”，虽都是

一些小事小节，但情真意切，士卒皆愿

“与之俱死”。

一位哲人说：“我终于知道了，人们

会忘记你说过的话，人们会忘记你做过

的事，但人们绝不会忘记你带给他们的

感受。”这也启示我们，带兵爱兵一定要

注重战士的切身感受。如果用心不真、

用情不切，“不远不近也不亲”“不冷不

热也不爱”，不但带不来暖人心的正能

量，还会产生冷兵心的反作用。

“你热心我才能心热。”人心换人

心、玛瑙兑黄金，战士心中有苦向你诉，

家中有事向你说，碰到难题求你解，面

对困惑要你疏，才能汗淌在一起、心贴

在一起、血融在一起。

眼下，随着军队改革深入推进，部

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

一新，同时基层官兵个人发展受限、演

训任务繁重、追责问责趋严、安全层层

加码、后顾之忧增多等压力也日益突

显，肩上责任重，心理负荷大。解决这

些问题，有的亟需从制度机制上去完

善，有的要求机关主动减少“五多”。但

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带兵人捧出一颗

心、带着一片情，与战士同甘共苦、打成

一片，多一些关心、多一些信任、多一些

理解，真正让“战士为国担当，我为战士

尽责”成为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

朱德说：“给战士站岗、盖被子，

这些不起眼的事情包含着中国革命的

成功。”真心爱兵、真情带兵，就要从

这些“不起眼的事情”做起。比如，

如何安排野外驻训期间官兵休假，如

何落实已婚军官和士官离队回家住

宿，如何让战士既合规又舒心地使用

手机，等等。只要思想上自觉尊重、

情感上切实贴近、生活上真正融入，

想战士所想、急战士所急、解战士所

忧，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融在一

起，把小事落实、把细节落细，就一

定能够凝聚起生死相依、同舟共济的

向心力和凝聚力。

（作者单位：军委政治工作部）

带兵关键在爱兵
■夏 隽

山，是一个符号，是一份情怀，是一

种精神。山，有高度、温度，更有内涵、

底蕴。

中国革命，与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血

脉联系。从“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

相闻”的井冈山，到“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从“两岸烽

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的太行山，

到“破敌敢冒枪林雨，碎骨分身鬼亦雄”

的法卡山……一座座山，用虚怀若谷的

浑厚撑起革命的希望，用风骨峭峻的巍

峨擎起民族的脊梁。

“革命就是为了使全国人民不再过

苦日子，要过上好的生活。应该下山，

应该进城。但是正如老根据地的同志

所说的那样，下了山不应该忘了山，进

了城不应该忘了乡，如果忘了，就是忘

本。”周总理在一次联欢会上的一番话，

诠释了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人民就是

靠山，人民就是江山。“人民”二字，是共

产党人最坚强的支撑、最深厚的底气，

其重何止千钧，其高岂止万丈！

怎能忘，这山昂霄耸壑、峰峦雄伟，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在“母亲送儿

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的抗日洪流

中，家乡沦陷了，一位母亲叮嘱孩子：

“记住，咱们是中国人，到死也不能忘了

祖宗。”游击队成立，她竭尽所能筹军

粮、做军鞋、照料伤员，先后把丈夫和5

个孩子送上前线，他们全部为国献身。

怎能忘，这山孤峰突起、傲然挺立，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在“最后一碗米

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的

解放战争中，一对父子在送粮途中，儿子

被流弹打死，父亲脱下棉袄把儿子的尸

体裹上，轻轻安放在一棵大柳树底下，满

含眼泪说：“儿呀，只要你不被狼吃了，爹

回来一定给你买一口棺材下葬。”血泪未

干，小推车继续吱吱前行。

怎能忘，这山连绵起伏、层峦叠嶂，

“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在“一条扁担

两头弯，千里遥远来支前”的拥军队伍

里，一对新婚夫妇，一个抬担架，一个运

炮弹。担心牺牲后认不出对方，两人互

换了腰带，这既是爱情信物，也是生死

见证。没想到，一语成谶。战斗结束

后，妻子在一堆尸体中发现了自己的腰

带，背起丈夫踏上了回乡路。

自古成败，皆在民心。如果说“上

山”是为了夺权，是由无到有，天下之心，

寸寸收之，日积其功，如履薄冰。那么，

“下山”则意味着掌权，是江山在手，民心

如海，日取一滴，不知其竭。无论是“上

山”还是“下山”，永远都不能“忘了山”。

忘了，就要断根，就是去魂，就会变质。

正如毛主席的谆谆告诫：“我们共产党

人，我们各级领导是鱼，人民群众是水，

鱼离不开水，离开水就渴死。”

“一个政党，如一个人一样，最宝贵

的是历尽沧桑，还怀有一颗赤子之心。”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一路风雨兼程的

共产党人，有没有汲取“成在民心，败也

民心”的历史教训？有没有跳出“其兴

也勃，其亡也忽”的兴衰怪圈？岁月更

替，日新月异，“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

民、力量在人民”的忠贞信仰还依然坚

贞不渝吗？“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

民”的历史担当还依然坚定不移吗？

歌曲《天下乡亲》里唱道：“你那百

年的老屋，有没有挂新泥；吃的粗茶饭，

是否碾成细米；我来的时候，你倾其所

有；你盼的时候，我在哪里……”这是寻

根之问，也是扪心自问。令人欣喜的

是，奋进新时代、阔步新征程的共产党

人，有一种认识更加清晰：民心如海，滴

水汇聚成其汪洋；民利如山，寸土累积

成其巍峨。有一种信念更加坚定：没有

一种根基，比扎根于人民更坚实；没有

一种力量，比从群众中汲取更强大；没

有一种执政资源，比赢得民意更珍贵。

党的八大召开之际，一位诗人写下

这样的感触：“不要忘山乡水村的那些母

亲，不要忘一同睡过破炕席的兄弟，也不

要忘缝缝补补的姐妹情谊，他们的烦恼

和困难要多多深思。这是我们的本色也

是我们的来历，把它像石碑一样刻在心

里！”岁月不居，初心不移。习主席在党

的十九大报告中200多次提到“人民”，3

次强调“人的全面发展”，4次提出“以人

民为中心”……这虽然只是一个缩影、

一个侧面，却是共产党人久经考验的历

史清醒、一以贯之的政治自觉，也是永

不褪色的赤子情怀、永不枯竭的力量源

泉。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过去，“忘了

山”不可能夺得江山；现在，“忘了山”不

可能巩固政权；将来，“忘了山”也不可

能实现复兴。时刻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才会

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奇迹延续，

才能迎来“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

辉煌时刻。

（作者单位：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

下了山不能忘了山
■杨 乐

《论语》记载，孔子问弟子子游，

是否有心仪的人才。子游说：“有澹台

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

于偃之室也。”果然，子游没有看错

人，澹台灭明后来“从弟子三百人，

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

“行不由径”，意思是走路规矩，

不抄近道。澹台灭明的经历表明，一

个人的成长进步有规律可循，无捷径

可走，不能自以为是、自行其是，不

能自我设计、自作聪明。只有老老实

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堂堂正正为

官，方能成为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要沉下心来干工作，心无旁骛钻

业务，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习

主席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要

教育引导年轻干部强化自我修炼，正

心明道，防微杜渐，做到有原则、有

底线、有规矩”。这是对年轻干部的谆

谆教诲，也是对广大干部的殷切期

望，更是对选人用人的明确要求。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名干部

从参加工作到走向成熟，再到独当一

面，需要经过必要的台阶、递进式的

历练和培养。陈云当年提出著名的

“台阶论”，说的就是干部使用要逐级

提拔，每一级台阶踩实踩稳，才能走

得更好更远。实践一再证明，不能唯

台阶论，但有些台阶必不可少。可以

说，一步登天在这个时代早已行不

通，材质疏松的“速生树”终究长不

高，爱抄近路的人终究走不远。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

流。对于个人而言，追求进步是人之

常情，对自己的成长路线、发展蓝图

进行正确规划也未尝不可。但有一点

必须清楚，干部都是有组织的人，个

人进步一靠组织培养，二靠自身努

力。“离开党，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

出什么名堂来。”刘伯承元帅的话语告

诫我们，素质培养、知事识人、选拔

任用、从严管理、正向激励等组织安

排，比所谓的“自我设计”要高明千

百倍。

试想，如果每名干部都能“设

计”好个人的“升迁路线图”，还要组

织干什么？而且，如果人人各行其

是、为所欲为，组织岂不成了一盘散

沙？思想上认同组织、工作上服从组

织、感情上信赖组织、进步上依靠组

织，这才是党员干部对个人进步最好

的设计。正如邓小平复出前对征求意

见的叶剑英所说：“还是那句话，听中

央的安排吧。”

现实中，一些干部盯着位置搞自我

设计，围绕升官才干事、干事为升官，规

划一条条“晋升路线”，然后“按图索

骥”、钻营上位；有的自带“闹钟”，自设

“提升时间”，不管素质如何，“到点”就

向组织“报时”，“两年不提拔，心里有想

法”，甚至讨价还价；有的“这山望着那

山高”，总想着“大树底下好乘凉”，总觉

得“庙小”受屈、“岗小”受限；更有甚者，

剑走偏锋、不择手段，拉关系、找门路、

搭天线，搞起拉票贿选、攀龙附凤、跑官

要官那一套，最终“因嫌纱帽小，致使枷

锁扛”，令人扼腕，更令人警醒。

说到底，自我设计的出发点是“自

我”，没有摆正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是一

种打着追求进步旗号的精致利己主

义。早熟的果子长不大，拔苗助长易夭

折。只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精于算

计，不去时代发展大潮中搏击风浪，这

些人一旦“进步”受挫、“晋升”受阻，就

会心态失衡、言行失范，怨天尤人、自暴

自弃，甚至破底线、碰红线。如此种种，

最终耽误个人发展前途，贻误强国强军

事业，害莫大焉。

盛于魏晋时期的“百炼钢”之术，需

要工匠把精铁加热锻打一百多次，一锻

一称，直到斤两不减。每一名干部都要

认识到，“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

进”，经风雨、见世面才能壮筋骨、长才

干。不搞“自我设计”，多做“自我衡

量”；不搞“岗位瞄准”，多做“能力评

估”；不搞“自我沉醉”，多做“自我警

策”，把“忠诚、干净、担当”作为成长进

步的标尺与刻度，必将成就事业也成就

自我。

“员”字前面有个“党”。避免一

些人搞自我设计，各级党组织先要搞

好制度设计。只有匡正选人用人风

气，建立科学选拔机制，坚持公道对

待干部、公平评价干部、公正使用干

部，真正让“听从安排，埋头苦干”

者脱颖而出、得到重用，让“自我设

计，投机钻营”者没有位置、得到惩

戒，干部队伍才能有活力、有动力，

强 军 伟 业 才 能 有 希 望 、 有 前 途 。

（作者单位：陆军政治工作部）

职务晋升不能自我设计
—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⑦

■时景忠

前段时间，“考军长”一度成为热

词。

为什么要考军长？一位组织者道

出初衷：“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指挥员要

想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必须学会独立

思考、临机决断，不能把脑袋架在机关

的脖子上。”寥寥数语，发人深思。

“将者，国之腹心，三军之司命也。”

自古以来，将帅都是“国家安危之主”，

是一支军队命运的主宰。两军对垒、决

战决胜，只有临危不乱、指挥若定，方可

制胜破敌、建功立名。正如一位军旅作

家所写，在千军万马厮杀的千头万绪

中，一眼就能窥透要害，并咬钢嚼铁地

一锤定音，一瞬间爆发出雷电般的轰鸣

和闪光，这就是大将风度。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

灭。”大将风度，对一名指挥员来说，是

莫大的赞誉。这种“风度”，可以是“智

以折敌、仁以附众”，可以是“敬以招

贤、信以必赏”，也可以是“勇以益气、

严以一令”。但最为重要的，是置身波

诡云谲、你死我活的战场，千钧一发之

际能够镇定自若、刚毅果决，危急存亡

关头能够毅然决然、力挽狂澜。如果

一味地将脑袋架在机关的脖子上，优

柔寡断、没有主见，不但会丧失战机，

还会贻误战局。

“论兵淮海分高下，知己知彼握胜

局。”被毛主席称之为“一锅夹生饭”的

淮海战役，之所以最终被“一口一口吃

下去”，与指挥员的临机制变、多谋善断

是分不开的。决战前夕，粟裕与其他指

挥员彻夜未眠，研判战场态势，估测敌

方动向，权衡利弊得失，并连夜起草发

电。这封著名的“齐辰电”，成为之后淮

海大决战的总方针。

一战打垮黄百韬，枕戈待旦擒黄

维；黄淮对弈巧布兵，阻击南北战西

东……这样的“大将风度”令人钦羡，

但绝非朝夕可就。此役主将之一的粟

裕一直酷爱地图，人称“图痴”，“不仅

看1比5万的地图，还要看友邻部队地

区的1比20万图以及更大范围的1比

50万图和全国1比100万图”。有了这

样的战略眼光、全局思维，“常胜将军”

之美誉并不夸张，“苏中七捷”之奇迹

也不足为怪。

时代特点塑造战争形态。未来信

息化战争呈现出“小行动、大背景，小战

斗、大战略”的特点，时间要素不断升

值，首战即决战，发现即摧毁，留给指挥

员“三思而后行”的空间越来越小。“兵

速”关键在“将速”，只有战略上“高敌一

筹”，指挥上“先敌一拍”，决策上“胜敌

一招”，才可能“敌未动我先知，敌欲动

我有备”，掌握先机制敌的主动权，占据

决战决胜的制高点。

然而，现在一些指挥员患上了机关

依赖症，离开“拐棍”走不了道。有的不

知道作战筹划怎么搞，平时训练把开会

当筹划，走程序、演套路；有的态势掌握

笼而统之，作战计算大而化之，拍脑门

决策，想当然指挥；有的不会组织作战

协同，不会临机处置情况，缺乏险局、难

局历练，等等。“凡举兵帅师，以将为

命。”信息化时代不会指挥信息化作战，

这样的指挥员举不起领兵打仗的指挥

棒，更不用奢谈横刀立马、所向无敌了！

“善用兵者，防乱于未乱，备急于未

急。”战争愈趋于速决，战争准备就愈趋

于紧迫。尽管“数据战”作为一种崭新

的作战样式逐步显现，未来战争必然运

筹于数据之中、决胜于数据之上，离不

开参谋人员综合分析判断、提供数据支

撑。但是，作战指挥员是“三军之重”，

是“神经中枢”，必须把脑袋长在自己的

肩膀上。只有从现在练起，从平时做

起，历练抽丝剥茧、管中窥豹的敏锐洞

察力，磨砺拨云见日、大浪淘沙的综合

判断力，练就审时度势、当机立断的战

略决断力，才能一展战将风采、树起胜

战大旗。

（作者单位：山东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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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月
星

《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

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

定留足自留地》，这是上世纪60年代陈

云深入上海青浦农村蹲点调查后，写出

的3篇调研报告。“母猪”“蚕豆”“自留

地”，仅从字面就可以看出，这些报告聚

焦问题、注重细节，针对性、操作性很强。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研

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必须强

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一具体，

就深入；一专注，就落实。问题越突出，

调研越精细，效果就越明显。实践也证

明，陈云的3篇调查报告经审核后，在

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得以印发，

对落实调整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

产生了积极影响。

毛泽东说过：“工作虽多，可以安排

一下，一段时间内只处理一个主要问

题，这样也就会不觉得太忙了。”调查研

究也是如此，不妨抓住“一个主要问

题”，进行“一对一”式的专项调研。刘

少奇当年到湖南天华大队进行调查，一

住18天，为的是解决农村大办食堂问

题；彭德怀到湘潭老家进行为期两个月

的农村调查，形成了5份十分具体的专

项材料。这样的调查报告，参考价值可

想而知。

然而，现在一些机关干部下基层调

研时，西瓜芝麻样样要，眉毛胡子一把

抓，从军事训练到主题教育，从部队管

理到后装保障，事无巨细，贪大求全。

如此这般，写出来的报告难免泛泛而

谈、海阔天空，什么都讲到了，什么也没

讲透，到头来啥问题也解决不了。如此

调研，犹如“螃蟹吃豆腐”，吃得不多、抓

得很碎，头绪满天飞。

其实，一次调研，三五人，六七天，

想“一站式”解决一系列问题是不现实

的，也是不可能的。眼下，随着部队全

面建设深入推进，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新矛盾不断涌现，有的还相互交织、盘

根错节。这些问题，有的是改革之痛，

有的是机制之滞，有的是作风之弊，解

决起来不会轻而易举，也不要指望一步

到位。

十指乱摁，不如攥指成拳。如果能

从官兵最关心、基层最关注、反映最强

烈的具体问题入手，“一对一”调查，“面

对面”研究，一事一议、解剖麻雀，顺藤

摸瓜、刨根问底，集中火力、各个击破。

这样一来，一个棘手问题的原因析透

了、症结找准了、彻底解决了，就会牵一

发而动全身，起到事半功倍、触类旁通

之效。

调研不妨多些“一对一”
■胡方旭

某连队进行安全检查时，发现不
少官兵的手机通讯录都是以姓加职务
的方式备注。据了解，这是表示对上
级尊重，也方便记忆区分。但这种做
法存在安全隐患，手机一旦丢失，信息
将会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必须引起高
度重视。

这正是：
手机虽小信息全，

通讯内容均可见。

莫图便利埋隐患，

时刻绷紧保密弦。

杜家旭图 王辰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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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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