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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承诺，兑现了32年。王继才

用一辈子的坚守和付出，擦亮了共产党

人承诺的底色，保持了忠诚担当、诚实

守信的好样子。

祖国前哨开山岛，条件艰苦，先后

上岛的10多位民兵都不愿长期坚守。

组织找王继才谈话，他接受了守岛任

务。一句承诺重千金。因为这个承诺，

王继才与妻子从此以海岛为家，与孤独

相伴，在没水没电、植物都难以存活的

孤岛上默默坚守，把青春年华全部献给

了祖国的海防事业。

承诺从来靠坚守。牢记承诺，勇于

践诺，诺言才会闪闪发光。没有坚守，

金子般的诺言就会失去光泽。是什么

让王继才能够坚持32年守孤岛？诚如

王继才生前所说：“从小长辈们就教育

我，做人要诚实，做事要诚信，说过的

话，答应的事，就一定要兑现。这些年

来，我一直坚守海岛，就是要兑现对老

政委的承诺，兑现对组织的承诺。”

承诺之后看践诺。对承诺的态度，

彰显党员干部的忠诚、党性和诚信。短

期的承诺，努力一下就可以兑现。而长

期的承诺，就需要顽强的意志、执着的

信念、艰苦的努力。我们常说，承诺容

易践诺难。只有对党忠诚，对人民赤

诚，对事业笃诚，做到心口如一、言行一

致，才能使诺言始终保持金子般的底

色。王继才32年卫国守岛，就是对承

诺的最好践行。

立身做人在诚信，一言为重千金

轻。对共产党人来说，承诺一出，就要

践行到底。然而，也有少数党员干部

缺少坚守的品格，让承诺蒙上了尘。

有的承诺时热血沸腾，时间长了就冷

却了、遗忘了；有的对承诺的态度不够

严肃认真，缺少践诺的坚定决心和有

力行动；还有的对容易履行的承诺能

信守，对需要终身履行的承诺却缺少

恒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能保

持立诺的初心。承诺不践诺，比不承

诺还要糟糕。如果经常食言而肥，说

一套做一套，就会失去为官做人的威

信和诚信。

党员干部的承诺是用语言表达的，

但它从来不是靠语言来履行的，只能靠

行动来兑现。一言九鼎重千秋。人类

所有的语言中，诺言是最神圣的语言。

一位哲人说过：“遵守承诺就像保卫你

的荣誉一样。”在大力倡导忠诚和诚信

的新时代，党员干部更要在坚守承诺上

带好头、作表率。对许下的诺言，不管

是短期还是长期，不管是容易还是艰

难，每名党员干部都要坚决履行承诺、

兑现承诺，让承诺的底色始终闪光，让

共产党人的称号永远闪耀。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州军分区）

用践行擦亮承诺底色
■田亚威

某旅一名战士因保障机关会场而
未能参加训练考核，导致连队参考率
不达标被上级批评。不久，上级组织
战备拉动，机关要求他保障视频通信，
而连队拉动名单又有他。无奈之下，
他只好找指导员协调处理。类似情况
在该旅并不鲜见。对此，该旅制定出
台了《机关士兵使用管理规定》，较好

地破解了这一工训矛盾。
这正是:
连队机关两头忙，

分身乏术暗神伤。

出台规定解烦恼，

依法履责心不慌。

胥萌萌图 辛宗茂文

某部半年工作总结显示，上半年共

接待上级各类检查工作组28个、接收

上级文电 437份，其中检查通报占多

数。不少基层官兵直言，通报满天飞，

效果有几何。这种不讲效果的通报值

得警惕。

近年来，各级机关都能够坚持问题

导向抓各项工作建设，对下检查的力度

不断增大。上级将查找到的问题以书

面通报的形式发给下级本无可厚非，基

层部队也普遍把问题当成倒逼建设发

展的有力抓手。然而，在实际工作中，

有的机关干部到基层检查，鸡蛋里面挑

骨头，让基层无所适从；有的查出问题

不分青红皂白，能口头告知的也要下书

面通报；还有的认为通报的问题越多，

表明检查越细、责任心越强。长此以

往，机关把下发通报的数量多少当成指

导工作力度的强弱，把基层学多少通报

看作对工作的重视程度。有问题就下

通报，一下通报只讲问题，针对问题如

何整改却是寥寥数语。如此一来，基层

无奈地把“通报”当成了“通知”，不仅收

不到警示、告诫的效果，还容易出现消

极应对、疲于应付的现象。

通报不在于多，而在于如何更好更

快地解决问题；通报不是政绩，真正的

政绩是使问题归零。如果问题始终停

留在通报清单上，讲问题就变成了“秀”

问题，“木桶的短板”非但没有补齐，反

而会变得更多，单位整体建设水平也难

以稳步提升。

正确的指导方式，应该既告知其

然，更要告知其所以然。一份好的通

报，不仅要拿出问题清单，还要拿出整

改意见，从而形成检查问题、通报问题、

指导解决问题的闭合回路。这就要求

上级机关在检查指导的过程中，多在解

决问题上出主意、想办法，特别是在下

发通报时应放低姿态、换位思考，多站

在基层官兵的角度上想想怎么办，少下

发一些看似工作认真的“政绩通报”，真

正将问题归零作为检查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

当然，对那些不敢担当、工作不力、

弄虚作假的基层单位，该通报的就要通

报，该处理的就要处理，决不能照顾面

子、手下留情，更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

了。须知，不管是谁，只要影响战斗力

建设，就要严问责、挨板子。

莫拿通报“秀”问题
■张 旭

近段时间，第78集团军某合成旅

一营成功转型的先进事迹成为军内外

热议的话题。

该合成旅一营是全军第一个新型

合成步兵营，是全军第一个成建制、成

体系完成由传统步兵向新型合成步兵

转型的营级单位，开创了该类型部队建

设多项全军先河，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型

“陆战铁拳”。

“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

之深。”任何事业的开拓，任何胜利的取

得，都需要有第一批闯关者、探路人。

一营的转型建设是“以新型作战力量建

设为突破口”的创新之举，属于全军首

次、全新课题。没有敢闯敢试、开拓进

取的创新精神，没有不等不靠、攻坚克

难的决心意志，便不会有今天的浴火重

生、换羽高翔。这个营转型建设之所以

如此成功，离不开全营官兵果敢奋进的

精神、主动作为的劲头。

转型建设，实质是一次思想上的突

围、能力上的升级、模式上的创新、作风

上的转变。在转型建设的深入推进期，

很多部队会更换新装备、启用新的力量

编成、采用新的训练模式等。这其中很

多领域，都是崭新的、前所未有的，没有

现成的经验可循，也无法照搬照抄他国

军队的做法，只能依靠自身实践探索出

一条新路来。

有了果敢奋进精神，转型建设才能

顺利推进。等着下通知、给任务，等不

来战斗力，更等不来强军梦。在转型建

设者的眼中，没有啃不下的硬骨头，也

没有不敢走的路。要想转型成功，“总

要有人第一个试”，也总要有人走在时

代前列。诚如邓小平同志1978年在中

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所指出：

“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

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

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

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

国际先进水平。”

转型先转素质，变革先变观念。

迈不过能力关，就过不了转型关。一

营过去练的是“脖子以下”的硬功夫，

今天面对新装备、新要素、新编制，就

要多练“脖子以上”的硬功夫。很多原

来的专业骨干、技术大拿、训练标兵把

荣誉归零，从头起步，学原理、练操作、

研数据……如今，一营官兵熟悉信息

化知识，精通一体化联合作战，实现了

思维超前、本领过硬。

转型转的是新质战斗力。“提升新

质战斗力，要在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上，

问问自己行不行”。在一营，演习训练，

凡是利于战斗力的事，多难的课目他们

都坚决训；装备检验，哪里有盲区，他们

就在哪里训练。实践告诉我们：新质战

斗力的提升，仅靠“规定动作”远远不

够。没有新锐之气、果敢精神，就走不

到转型建设的前列。

马克思说：“最先朝气蓬勃投入新生

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从戴

明盟到满广志，再到某合成旅一营官兵，

都生活在军队转型建设的时代洪流中。

正因为他们的敢闯敢试、主动作为，才为

部队凤凰涅槃、浴火腾飞创造条件，才能

带领部队尽快跟上新节奏、适应新体制、

履行新职能、担当新使命。可以说，勇于

踏浪前行、敢于中流击水，正是改革闯将

向强军兴军事业交出的崭新答卷。

实际工作中，仍有少数党员干部缺

乏果敢奋进的精神，畏首畏尾，怕出事、

怕担责，不敢闯、不敢试，甚至出现“为官

不为”的现象。如此一来，不仅难以推动

转型建设，还会影响改革强军成效。

当前，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有许

多新的问题和难题亟须破解，必须争分

夺秒，敢闯敢试，大胆作为。譬如新一

代装备如何尽快形成战斗力，新编成单

位如何尽快形成新质战斗力，军以下单

位如何更好地融入联合作战，训练效益

如何体现体制优势，工作指导如何跳出

传统习惯等，都要有人大胆想、勇敢闯、

科学干。只有一大批改革闯将走在前

列，当好奋斗者、引领者，才能推动转型

建设蹄疾步稳、行稳致远。

“越己者，恒越。”具备某合成旅一

营官兵那样的转型精神、改革品格，不

仅要有责任、有担当，还要有勇敢的头

脑、变革的思维、扩容的本事。只要广

大官兵尤其是党员干部果敢奋进、不懈

奋斗，更好地实现观念突围、状态切换、

能力升级，就一定能赢得部队建设的换

挡提速、转轨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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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

基层心声

玉 渊 潭

长城论坛

天下至德，莫过于忠。在经济活动

中，经常会出现打折让利问题。但在对

党忠诚上，绝对不允许有任何折扣。

在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上，习主席

强调指出：“要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武装官兵，铸牢部队对党绝对忠诚的思

想根基。”这一重要论述再次告诉我们，

听党话、跟党走，是根本政治原则。在

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头脑特别清醒，态

度特别鲜明，行动特别坚决。

我军是拿枪杆子的，枪杆子要掌握

在绝对忠诚的人手里。党员干部、革命

军人对党讲忠诚，只有绝对，没有相对；

只有100%，没有99%。这种忠诚，要害

在“绝对”二字，就是彻底的、无条件的，

不掺任何杂质、不存任何折扣。

对党忠诚不打折扣，党叫干什么就

干什么，党不叫干什么坚决不干什么，那

才叫绝对忠诚。忠诚问题解决好了，做

老实人就不是问题。反之，那些搞亚忠

诚、伪忠诚、相对忠诚、有条件忠诚的人，

本质上是对党忠诚打了折扣。

历史证明，军队对党忠诚打了折

扣，到了关键时候就会出大问题，甚至

是颠覆性问题。当年，苏共军队面对党

内国内危机袖手旁观，最后苏联就分崩

离析了，苏共也土崩瓦解了。

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对党忠诚

决不能打折扣，必须做到党指向哪里，

就打到哪里；党要求怎么做，就坚持怎

么做。当年，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始

终遵守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

示，把不定期汇报和定期汇报结合起

来，除严格履行每两个月向中央作一次

综合报告的工作惯例，事关重大、复杂

或敏感性问题都要在第一时间向中央

汇报，32个月内报送文电99份，平均每

个月3份多，树立了守规矩、听指挥的良

好形象。

对党忠诚，检验的是政治立场、政

治方向、政治信念、政治品格、政治能

力，什么时候都不能糊涂。我们党的著

名书法家舒同，一生赠字无数，但有一

条，每当有人请他写“难得糊涂”时，舒

老都一口回绝：“我们共产党人，不能糊

涂，要写请另找人。”的确，对党忠诚绝

不能糊涂。

然而，实际生活中，仍有少数领导

干部，在对党忠诚上装糊涂、搞伪装、打

折扣。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军查处的领

导干部，说到底都是对党忠诚出了问

题。他们有的目无规矩，乱发议论；有

的口是心非，言行不一；有的欺上瞒下，

弄虚作假；有的空泛表态，光说不练；还

有的先斩后奏，我行我素。郭伯雄、徐

才厚、房峰辉、张阳之流就是这样的

人。到头来，他们不仅害了军队，害了

领导干部形象，也害了自己和家人。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尖锐

复杂，敌对势力妄图把我军从党的旗帜

下拉出去，千方百计对我军实施“政治

转基因工程”。面对严峻挑战和复杂形

势，只有对党忠诚不打折扣，我们才能

保持制胜优势。如果对党不忠诚，位置

越高，危险越大；权力越大，危害越深。

对党忠诚，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

是一个实践问题。党员干部、革命军人

对党忠诚，不看说的，而看做的；不看表

态，而看表率；不看一阵子，而看一辈

子。今天，我们检验一个人是否忠诚，

方法有很多种，但不能缺少忠诚度鉴别

和政治考察，真正把那些“两面派”“两

面人”分辨出来，把那些不忠诚、不老实

的人从革命队伍中彻底清除出去，确保

枪杆子牢牢掌握在对党绝对忠诚的人

手中。

强化忠诚度鉴别，要看是否真学

习，只有强化理论武装，把理想信念牢

固立起来，才能让信仰值满格、忠诚度

纯粹；要看是否真担当，有了担当，才能

诠释忠诚，爱党、忧党、兴党、护党；要看

是否真守纪，坚决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把维护核心、看齐追随作为最高

政治要求。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只有绝

对忠诚，才能所向无敌。有了对党忠诚

不打折扣的党员干部、革命军人，就一

定能推进新时代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

建设工作迈向新台阶，为开创强军事业

新局面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作者单位：71239部队）

对党忠诚不允许有任何折扣
—全面加强新时代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系列谈①

■刘海涛

长城瞭望

明万历年间，文坛领袖、兵部左

侍郎汪道昆在巡视蓟辽军事设施时，

不听汇报不察实情，却与当地文人吟

诗作赋。当时的蓟辽总兵戚继光，把

这个情况上报了首辅张居正。回京

后，汪道昆给皇上呈报了一份妙笔生

花、行文优美的散文奏章。首辅张居

正阅之，愤然写下“芝兰当道，不得

不除”，罢免了其官职。

兰花芝草，都是最好的花草。但

它们如果长得不是地方，也要铲掉。

其实在这之前，张居正就曾替明

神宗亲拟一份诏谕，其中写道：“深烛

弊源，亟欲大事芟除，用以廓清氛

浊，但念临御兹始，解泽方覃，铦锄

或及于芝兰，密网恐惊乎鸾凤，是用

去其太甚，薄示惩戒。”在他看来，这

些长错地方的芝兰、擅离本位的鸾

凤，会滋生浑浊之气，应该予以清除。

有用之才如果放错了位置，就可

能成为无所可用的废材，甚至可能变

成潜在的危险。三国时期，蜀国大臣

张裕精通天文占卜，但因泄漏“天

机”而入狱。诸葛亮怜其才，上表请

求免除他的罪行，刘备却以“芳兰生

门，不得不锄”为由拒之。

苏秦善逞悬河辩，马谡原非大将

才。翻阅史书，当路“芝兰”何其

多？才不适位留给后人的无不是满满

遗憾。南唐后主李煜，精书法、善绘

画、通音律，被称为“千古词帝”，然

“词帝”的称号怎能配得上一个好皇帝

呢？宋徽宗同样是一个了不起的书法

家、画家，虽有“孔雀登高，必先举

左腿”的绘画高见，却无治国安邦的

雄才，“靖康之耻”只能证明其难以治

天下。

“用违所长适足怜”，世间堪怜之

事，在于有用之才的错位。汉高祖刘

邦如果派遣有游说特长的隋何去指挥

作战，而让口吃很重的周勃去游说四

方，那岂不大大败事？

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就应让其

在什么样的位置上追寻价值。张居正

作为当时明朝首辅，唯恐赵括亡赵的

教训还会在自己手里重演，及时免除

汪道昆这个当道“芝兰”，不失为一个

上选之策。毕竟兵部就是筹谋打仗的

衙门，怎能容忍玩弄词藻？

芝兰再好，也绝不能当道。否

则，这样的后果不是变宝为废，就是

百弊丛生。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对

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上世纪 50年代，

他被邀请担任以色列总统。对于亿万

人仰视的一国元首之位，爱因斯坦谢

绝了。他在信中解释道：“我整个一生

都在同客观物质打交道，因而既缺乏

天生的才智，也缺乏经验来处理行政

事务以及公正地对待别人，所以，本

人不适合如此高官重任。”自知者明，

爱因斯坦清楚自己适合干什么，没把

自己放错位置，成就了无比辉煌事

业，对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现实中，还有个别领导干部

没有很好地认识到这一点，还将当道

“芝兰”当成宝贝，舍不得多说，舍不

得严管。这些“芝兰”有的不在带兵

打仗上费思量，却在写文推稿上花气

力，反复斟酌、难以自拔；有的讲安

全抓管理，得心应手、举一反三，却

在思战谋战上浅尝辄止，鲜见真章；

还有的信奉“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

是雄雌”的包装哲学，工作中不懂装

懂，常以鸵鸟的心态极力掩饰自己的

山寨里子。

“生民休戚，系于用人之当否。用

得其人，则民赖其利，用失其人，则

民被其害。”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不仅

要有惜才之心、识才之眼，做到器使

因长无弃物，有才之士不徒哀，还要

奖惩严明，及时除掉那些好受虚言、

善听浮术、乐采华名、滥兴伪事的当

道“芝兰”。唯有如此，我们的队伍里

才不会有放错位置的人和站错队伍的

人，所有的“芝兰”才能在自己的位

置上各散其馨、各显其华。

芝兰当道，不得不除
■郝启荣 熊青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