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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典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释义：2018年5月2日，习主席在北京大

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用，语出王阳明

《教条示龙场诸生》，意思是志向要是不立起

来，天下的事什么也不可能做成。

解析：做人要有理想、有志向，否则就找
不到前进的方向，最终一事无成。习主席引
用此典，旨在强调广大青年要理想坚定，信
念执着，不怕困难，勇于开拓，切实不辜负这
个伟大时代，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刘宪州、任发源辑）

部队行军经过桥梁时一般都会下
令“便步走”。为什么呢？因为齐步走
容易形成“共振”，当人的步子与桥梁
的振动频率一致时，会对桥梁产生破
坏力，甚至使桥梁断裂、坍塌。

基于物体的共振原理，有人做
实验，把一柄音叉的振动频率调到
与防弹玻璃相一致的振动频率上，
结果使坚不可摧的防弹玻璃应声崩
裂，人们把这种物理现象称为“音
叉效应”。
“音叉效应”告诉我们，对世上很

多事情的处理，用蛮力往往并不是好
办法，要善于用巧劲解决问题。
“音叉效应”对于我们做官兵的思

想工作不无启示。如开展谈心交心就
要讲同频共振。可有的同志不太注意
这个问题，总抱怨现在的官兵不好
处、个性强、脾气太怪，彼此有太多
的隔阂和藩篱。不否认，生活中的

人，由于成长家庭不同、生活环境不
同、学历学识不同，性格脾气必然千
差万别、千人千面，认识事理的方法
标准也不一样。但是，这并不等于说
没有谈得拢的地方。有的同志谈心只
顾按自己的思路谈，按照自己看待问
题的角度谈，或按预设的结果谈，如
此一厢情愿，怎么能谈到一块儿呢？
这就犹如两条平行线，在心理上是无
法形成交点的。
“音叉效应”就在于发出的声和将

要击碎的物品振动频率达到完全一
致。谈心也要这样，必须把对方的脉
搏号准，把敏感的神经找到，这样才
能形成心灵的共振，谈到一起去，谈
到心里去。人们常说：“酒逢知己千杯
少”。因为彼此相知，情在一处，所以
话就在一个频道上。和基层官兵谈心
必须先去框框，善于聆听，换位思
考，设身处地，动之以情，将自己的
情感挪移到对方的频道上，这样将其
心弦拨动并加以积极引导，才能使官
兵越谈心里越亮堂。

（作者单位：94175部队）

由“音叉效应”想到的
■李宗仁 吴 照

“来如天坠，去如电逝”的

蒙古大军在建立元朝后战斗力

锐 减 ， 主 要 原 因 是 其 将 领 们

“ 心 在 家 上 、 财 上 ， 不 思 战

场”；李自成的大顺军在占领北

京后迅速溃败，一个重要原因

也是将领们不见关外狼烟，只

有声色犬马。忘战必危，殆战

必败。和平积弊就像温水煮青

蛙一样，常常能使一支曾经摧

枯拉朽的军队变得武备废弛，

能让一柄寒光四射的利剑变得

锈迹斑斑。

和平积弊是战斗力最大的腐

蚀剂，是军事斗争准备的头号敌

人。“有形之寇，其来有方，其

至有时，犹可御也。至于无形之

寇，游宴之中，有陷阱焉；谈笑

之中，有戈矛焉；堂奥之中，有

虎豹焉；乡邻之中，有戎狄焉。

藏于杳然冥然之间，而发于猝然

忽然之际。”如果总想着“刺刀

插在地上”，不想着“执干戈以

卫社稷”；如果只想着当和平

兵、任和平官，以不打仗的心态

做打仗的准备；如果把练兵备战

当标签贴、当口号喊，不严抓、

不实训、不真备，那么真到了生

死对决的时候，就难免一触即

溃。

和平积弊的形成非朝夕之

间，和平积弊的清除也不可能一

蹴而就。因此，对和平积弊必须

来一次大检讨、大清查、大起

底、大扫除。“声无小而不闻，

行无隐而不形。”摆和挖的过

程，会是一个触及利益、拷问灵

魂的过程，会是一个自我革命、

壮士断腕的过程。不仅要把自己

摆进去，对准病穴动刀子，而且

要主动摆、认真挖、彻底清。作

为一名革命军人应认认真真地

“想一想备战打仗的观念怎么样，

想一想备战打仗的能力怎么样，

想一想备战打仗的工作落实怎么

样”，是不是兵龄越长，琢磨打仗

的时间反而越少？是不是把自己

当成了拎着公文包上班的干部？

“五个不会”的问题在自己身上是

不是真的得到解决？对武器装

备、指挥流程、作战对手和战场

环境是否真的掌握……查摆是否

到位、反思是否深刻，直接决定

着积弊清除的效果。

当年，针对少数同志因为抗

日战争胜利而产生和平幻想的现

象，刘伯承把一些高级干部带到

练兵场，拿起步枪，连打三枪，

然后对大家说：“今天打靶，既是

技术上打靶，也是政治上打靶。

我们要打掉一些干部特别是高级

干部头脑里的和平麻痹思想。”走

进新时代，担当新使命，夺取新

胜利，无疑也需要“政治打靶”，

即从政治高度看待备战打仗问

题，打掉和平麻痹思想，打掉敷

衍应付作风，真正紧绷打仗这根

弦，练好打赢硬功夫。

要有“政治打靶”意识
■吴 鸣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之所以“能”，决定性因素就是中
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
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还曾指
出：“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
国特色。”40年来，正是中国共产党人
带领人民坚持不懈、笃定前行、开拓进
取，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念走向
实践、从探索走向成熟。

党的坚强领导保证了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当年
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共产
党宣言》明确指出，共产党是代表工人
阶级利益的，它运动的最终目的是要
实现共产主义。这意味着共产党与科
学社会主义的目标方向是永远不可分
割、紧密相连的。不坚持共产党的领
导，科学社会主义就会失去组织保证；
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党就会
失去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探索者、开辟者、领导者
和推动者。新中国成立以后的 27年，
总的来说，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
巨大成就。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

志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
此在不断探索、实践、总结经验中砥砺
前行，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
进。实践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不能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坚
强领导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改
旗、不易帜，开拓前行、永不停歇，是中
国人民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取
得伟大成就的根本前提。

党的坚强领导保证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性质。性质是事物本身所具有
的与其它事物不同的根本属性。改革
开放后，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所阐明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指引
下，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这一最大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模式和原则，主要包括：建立公有制为
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
制度，这既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又有效克服了私有制条件下周期性经
济危机的弊端，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
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从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
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
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不断调整国民收入
分配格局，加大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
决分配收入差距，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全体人民。作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同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科学社会
主义相比，虽然在发展途径和方法手段
上有所不同，但在基本性质和终极目标
指向上是一致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
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
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
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
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改革开
放 40年来，无论是最初推行的家庭联
产承包制，还是此后更为广泛深刻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都始终坚
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

党的坚强领导保证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高歌猛进。改革开放 40年来，
我国各项事业取得长足发展、辉煌成
就，关键在于有一个重要法宝——党的
坚强领导。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共
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两次国内革命
战争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十八年的经
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
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
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
法宝。”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依然将
党的领导看作是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
心和制胜法宝，指出：“中国由共产党领
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
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
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
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明
确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
复兴必然是空想。办好中国的事情，关
键在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能
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
40 年增长 224 倍，世界排名由 1978 年
的第 10位，一举跃升到如今的第 2位，
人民生活水平得以大幅度提升，对世界
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国际地位日
益提高，都是同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
导、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充分
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作用分不
开的。

党的坚强领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持续发展的关键。历史永不
停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必
将谱写新的华章。党的十九大鲜明宣
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并郑重规划了未来发展蓝图，即
2020 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 年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意味着
我国社会发展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
点上。但这并不说明未来的发展将会
一帆风顺，相反，更加艰难和艰巨的任
务还在后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行
百里者半九十，我们虽已走过千山万
水，但今后还要跋山涉水。面对新时
代、新使命、新征程，党的坚强领导依
然是关键，我们必须意识到“历史使命
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
复杂，我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
从严治党，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
未乱’，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
地”。只有锻造好党的建设这个伟大
工程，才能夺取伟大事业新胜利，确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过去“能”，而
且继续“能”、永远“能”。

（作者单位：河南省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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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指出：“搞好军队党的建设，
是军队建设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军队全
部工作的关键”。我军是党缔造和领导
的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搞好
军队党的建设，关系党的领导和执政地
位，关系我军性质宗旨，关系党赋予军
队使命任务的完成，是党的建设伟大工
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队建设必须始
终紧紧抓住的核心和关键。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内

在要求

党对军队的领导之所以坚强巩固，
根本在于党始终一贯地重视抓好军队
党的建设，始终一贯地用科学理论武装
官兵、用先进思想教育官兵、用坚强的
组织凝聚官兵，确保党牢牢掌握部队。

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官兵。一支
军队要强大，必须有科学理论做指引。
我国历史上历次农民战争不是失败就
是被统治阶级窃取为改朝换代的工具，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先进理论指
导，迷失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党坚持用
马克思主义武装革命群众，把一支以农
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改造成为一支服
务人民、纪律严明、战无不胜的新型人
民军队。新时代，必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官
兵，确保军队建设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
政治方向。

坚持用先进思想教育官兵。思想
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也是党掌握军
队的根本途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
按照无产阶级的意志向官兵传播进步
的社会意识，使大家认清革命形势、增
强必胜信心；抗日战争时期，党坚持用
我党实行的抗战路线、方针、政策引导
官兵，使大家保持了旺盛革命斗志；解
放战争时期，党创造性运用诉苦、“三
查”教育激励官兵，使军队爆发出无穷
战斗力；和平建设时期，党紧抓思想政
治建设这个基础工程不放松，确保官兵
始终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
致。新时代，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
重要位置，引导官兵牢固树立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着力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将军队建设成为绝对忠诚、绝对纯
洁、绝对可靠的钢铁雄师。

坚持用坚强的组织凝聚官兵。通
过一系列科学严密的组织体系，把军队
牢牢掌握在手中，使之忠实执行党的命
令，坚决完成党赋予的使命任务，是军
队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南昌起义，党
专门成立中央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的
最高领导机构，并在起义部队团以上单
位建立党的组织，但前敌委员会跟军、
师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绝对领导关系，党
很难完全掌握部队。三湾改编，党创造
性地把“支部建在连上”，使党对军队的
领导进连到班、落实到每一名官兵，从
而从组织上解决了党直接掌握士兵群
众的重大问题。新时代，必须积极适应
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深入探寻信息化
条件下有效掌控部队的科学路径，使党
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更加坚强有力。

军队强大战斗力的根本

保证

人民军队永远是战斗队。党始终
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各项工作的根本
着眼点，领导军队把全部心思向打仗
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把战斗力
标准贯彻到军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
着力把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制
胜优势。

提供正确政治引领。军事斗争必
须服务于政治斗争需要。党始终着眼
政治抓军事，确保军队革命、建设和改
革与党的历史使命、奋斗目标和政治纲
领保持高度一致，与维护人民根本利益
的要求保持高度一致，与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梦想保持高度一致，从而汇聚起
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新时代，必须更
加有力地用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
引领部队，确保军队始终以党的旗帜为
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
为意志，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
中锻造坚不可摧的雄师劲旅。

提供科学战略指导。正确的战略
指导是我军屡胜强敌、不断发展壮大的
重要法宝。在 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我

军相当长的时间在武器装备、物质生活
等方面都处于相对弱势。在剑不如人
的情况下，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
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军事斗争的具体
实践紧密结合，创造性提出“游击战”
“持久战”“十大军事原则”“积极防御”
等科学军事战略指导，演绎了一幕幕精
彩纷呈的战争活剧。新时代，必须更加
坚定自觉地坚持这一传家法宝，深入研
究探索现代战争的制胜机理和特点规
律，不断创新战略指导的内容和方式方
法，使我军在剑锋越发锋利的同时剑法
更高人一筹。

提供先进示范引领。广大党员特
别是领导干部是党的形象代表，党领导
的军队之所以战无不胜，一个重要方面
在于党员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冲锋在
前。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我军党员干
部说的最多的话是“看我的”“跟我
上”。广大官兵正是从党员干部身先士
卒的行为中坚定了对党的真诚信赖和
自觉追随，增强了战胜强大敌人的信心
和勇气，激发出无坚不摧的战斗力。新
时代，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更须
牢记职责使命，强化表率意识和先锋队
思想，在强军兴军伟大征程中高举旗、
勇担当、打头阵，团结和带领广大官兵
把我军打造成具有强大战斗力的世界
一流军队。

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求加强军队党的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贯彻新时代党
的建设总要求作出部署，也为加强军队
党的建设提供了遵循，各级党组织必须
科学统筹、认真落实、全面推进，使军队
党的组织成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的坚强核心。

立起根本指导。坚持把习近平强
军思想，作为加强军队党的建设的根本
遵循和科学指南，按照学懂弄通做实要
求，深入抓好学习贯彻。坚持读原著、
学原文、悟原理，及时学、跟进学、深入
学，全面理解、准确把握习主席关于军
队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学而信、
学而用、学而行，不断在深入学习理解

中强化贯彻执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
本原则和制度的自觉性坚定性，坚决维
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从党
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坚持以
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破解军队党
的建设重大问题，厘清新时代军队党的
建设思路,不断提高军队党建工作质量，
推动部队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

提升核心能力。军队为打仗而存
在，备战打仗能力是军队的核心能力，
也是军队党的建设必须紧紧抓住的核
心问题。着力强化领导备战打仗的政
治自觉，坚持把备战打仗作为党委第一
要务、主官第一责任，做到各项工作向
备战打仗聚焦，努力把备战打仗提高到
新水平；着力提高领导备战打仗的实际
能力，大兴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
仗之风，努力学军事、学指挥、学科技，
深入把握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和现代
军事指挥规律，不断提高谋划打仗、指
挥打仗、带兵打仗能力；着力立起备战
打仗的鲜明导向，坚持用是否有利于提
高战斗力来衡量和检验各项工作，按照
战斗力标准来理思路、作决策、选干部、
论成绩，引导各种资源力量向备战打仗
聚集。

夯实组织基础。加强军队党的建
设，必须把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队伍搞
坚强。紧紧抓住党委领导班子这个关
键，认真落实“三严三实”要求，贯彻民
主集中制原则，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
明党的纪律，强化党内监督，使党委班
子切实成为对党忠诚、信念坚定、敢于
担当、善谋打仗、实绩突出、清正廉洁
的“领头雁”；紧紧抓住基层党组织这
个“神经末梢”，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
加强带头人队伍建设，创新基层党建
工作, 切实提高解决自身问题、领导部
队全面建设和带领官兵遂行任务的能
力，使基层组织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
彻党的决定、团结动员官兵、领导指挥
打仗、坚决完成任务的坚强战斗堡垒；
紧紧抓住党员队伍这个细胞，严格党
员标准，强化党的意识，提高素质本
领，使党员在群众中真正成为平时看
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
豁得出来的标杆。

搞好军队党的建设，关系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关系我军性质宗旨，关系党赋予军队
使命任务的完成

搞好军队党的建设是我军全部工作的关键
■陈东恒 李新安

我国改革开放走过整整 40年。40年众志成城，40年
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可以

从很多方面进行概括和总结，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始终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
发展中国！改革开放 40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开创、持续推
进、发展壮大的 40年。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何以“能”呢？其中
又有哪些因素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呢？从今天起刊发一组文章，供广大
读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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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

强军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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