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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苑漫笔

学习贯彻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强军要论

一 得

工作研究

习主席指出，对优秀年轻干部，要
放在备战打仗一线、吃劲要紧岗位和急
难险重任务中摔打磨练。强军之道，要
在得人，这一要求为我们培养优秀干部
和人才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法路径。

所谓“吃劲要紧岗位”，就是责任
重、压力大、标准严、很关键，需要费
力气、下功夫干才能干好的工作岗位。
同时这些岗位还面临着条件艰苦、地处
偏远等困难和实际问题。年轻干部只有
在这样的岗位得到充分的历练，才能更
好地成长为成熟而优秀的人才。

吃劲要紧岗位是大学校，可以增
强本领；是大舞台，可以施展才干；
是大熔炉，可以锤炼意志。当前，部
队改革向纵深推进，急需一批想干
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人才。因此，
年轻干部应当主动到吃劲要紧岗位去
锻炼、显身手，通过劳筋骨、苦心
志，得到迅速而健康的成长，成为深
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和全面建成世界一
流军队的亟需人才。

毋庸讳言，现实中也有一些年轻
干部不愿、不想、不敢到吃劲要紧岗
位上去磨练，或足不出户长年“隐”
在领导机关、“窝”在相对清闲岗
位，一味当“温室里的花朵”；或把
岗位作为跳板，只想到基层“镀金”
而不肯“墩苗”，掐着指头算年头，
谋个经历；或动辄转岗到技术性岗
位，想的是只要呆在繁华城市工作就
行，偏远艰苦地区和岗位不作考虑。
凡此种种，就是通过相对轻松而舒适
的岗位而谋求到更高的职位或待遇，
而不想通过艰苦的工作历练自己，使
自己真正成为杰出的善于领兵打仗的
人才。

陆羽在《茶经》中，将茶树生长
的土壤分为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
和下者生黄土。倘若把人才的成长比
喻成茶树生长过程的话，同样也只有
在“烂石”中生长起来的才是最佳
的。杰出者的人生只有到困境中去摔
打，到“山穷水尽疑无路”的环境中

搏杀，到吃劲要紧岗位上去锻造，成
长成才方能水到渠成。习主席当年作
为“年龄最小、去的地方最艰苦、插
队时间最长”的下乡知青，正是凭着
勇于在艰难困苦境遇中磨砺的精神，
实现了意志的锤炼，精神的升华，人
生的成长。

人在事上练，刀在石上磨。作为
党委和机关也要把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作为重要政治责任和重要工作任务，
及时发现、培养、重用优秀年轻干
部，既注重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岗
位发现优秀年轻干部，又让优秀年轻
干部到基层一线、困难艰苦地方、吃
劲紧要岗位得到的扎实历练，给他们
定标准、提要求、压担子、搭舞台，
切实使他们扎根基层经风雨、见世
面、壮筋骨、长才干，通过历练做到
在狂风暴雨中立得稳，在惊涛骇浪中
扛得住，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处
理复杂矛盾，特别是备战打仗的能力。

（作者单位：武警云浮市支队）

多让年轻干部到吃劲要紧岗位
■刘振华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
上强调指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
我军建设发展的关键，关系强军事业兴
衰成败，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这一
重要论述，契合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历史逻辑、推进军队“伟大工程”的现实
逻辑、强国强军的发展逻辑，是科学总
结我军建设发展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
深刻指明了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的重要地位作用。

人民军队发展壮大、克敌

制胜的重要法宝

“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我军建设
发展的关键”，是一个新的重大判断。它
把“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作为一个整
体看待，蕴含着二者不仅是目的和手段
的关系，而且是内在关联、高度一体化的
工作。抓住抓好这项工作，我军建设发
展就能纲举目张，就能固本制胜。

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汲取大
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我们党走上独立
创建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道路。
1927年，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
一枪，标志着党创建和领导人民军队的
伟大开端；三湾改编提出“支部建在连
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的重要
内容。1929年，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
政治建军的原则，为我军政治工作奠基，
为新型人民军队定型。1930年，我军第
一部政工条例《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
暂行条例（草案）》颁布，军队党的领导和
党建工作以法规形式固化。党的领导和
党的建设不断加强，发挥出强大政治优
势和组织优势，成功地把以农民为主要
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
型人民军队。

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决定性因

素。回顾我军发展历程，不难看出，每
当重大历史关口、危急关头、关键时刻，
我党我军总是注重加强党的领导和党
的建设。1935年 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和家长制作
风的统治，恢复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
导。同年 6月至 10月，党中央同张国焘
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坚决斗
争，保证了对红军的统一领导。抗日战
争初期，迅速恢复因国民党干涉而取消
的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处）制度，保证了
我们党始终牢牢掌握人民军队。新中
国成立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在实践
中发展，彻底粉碎个别阴谋家插手军队
的企图，保证了军队稳定和团结统一。
党的十八大后，我军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要求，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
响，实现了军队政治生态重塑。危急关
头的扭转乾坤，失误之后的拨乱反正，
关键时刻的正本清源，充分彰显了党的

领导和党的建设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密钥。党的

领导和党的建设，铸就了我军特有的政
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也是敌人最忌惮、
最想攻击之处。1932年 1月，红军总政
治部下发的指示信中提出，“提高并巩
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1932年 9
月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
红军中党的工作的训令》，明确提出“加
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在红军
中的绝对领导”。红军长征和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时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
设在各种复杂严峻考验中进一步得到
加强。为强化党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
导以适应大兵团作战需要，1947 年 2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军队中各
级党委制的指示》，全面恢复并加强了
党委对作战的领导。1948年 1月，党中
央作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进
一步完善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
度。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造就了人民
军队听党指挥的不变军魂，造就了人民
军队敢战善战的铁血雄风，造就了人民
军队令敌人最害怕的制胜优势。

破解突出矛盾问题、推进

新的伟大工程的现实需要

习主席指出，全面加强新时代我军
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是推进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党的
领导和党的建设是我军建设发展的关
键”，有着鲜明的问题导向，既体现了对
现实问题的深沉反思，也体现了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清醒和坚定意志。

总结军队党建经验的重要启示。

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坚
持从政治上建设和掌握军队，特别是召
开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狠抓全面从
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带领全军寻根
溯源、革弊鼎新，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
向严紧硬，推动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主席用“六个
坚持”，即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
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坚持以理论
武装凝心聚魂，坚持把党组织搞坚强，
坚持贯彻军队好干部标准，坚持正风肃
纪、反腐惩恶，科学总结了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军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这“六
个坚持”，有力解决了铸军魂、保打赢、
正作风等突出问题，充分体现了党的领
导和党的建设的关键作用。

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政治警醒。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

党最鲜明的品格。当前，我军党的领导
和党的建设工作还存在不少突出矛盾
问题和短板弱项，一些单位中影响党的
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仍然很
多很复杂，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思想
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
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尤其是个别单
位还存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
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问题。这些问
题不解决，势必影响党的团结和集中统
一，影响我军性质、宗旨和本色，影响军
心士气和部队战斗力。抓住“党的领导
和党的建设”这个关键，就是要立起直
面问题、自我革命的新标高，既打好攻
坚战，又打好持久战，以党的自我革命
推动社会革命、军事革命。

推进“伟大工程”的战略擘画。

习主席反复强调，在统揽伟大斗争、伟
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中，起决定
性作用的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紧紧抓
住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这个关键，定方
位、明方略、指方向，从坚持党对军队绝
对领导、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锻造
坚强有力的党组织、锻造高素质干部和
人才队伍、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等方面全面筹划，深刻阐明破
立并举与标本兼治、固本培元与祛疴除
弊、抓关键少数与走群众路线等辩证关
系，指明了强健党的肌体、强化党的组
织功能的治本之策。这些战略擘画，描
绘了“路线图”，明确了“任务书”，既是
对加强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
的科学系统谋划，也是强根固本、铸牢
军魂的重大战略设计。

推进强国强军的必然

要求

习主席指出，全面加强新时代我军
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是推进强国
强军的必然要求，强调“党的领导和党
的建设是我军建设发展的关键”。这浸
透着党的核心、军队统帅强国强军的大
视野大思路大格局，必须放到推进强国
强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
程中看，把握其深刻时代意蕴。

我军建设发展的关键所在。我军
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既是对中国
历史上传统军事制度的革命性变革，也
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军学说的重大丰富
和发展。在1991年苏联“8·19事件”中，
苏军袖手旁观甚至临阵倒戈，说到底是

苏共自己放弃了对军队的领导权。我
们党能够经受住各种风浪严峻考验，一
个重要方面就是我军始终没有脱离党
的领导。新时代我军担负着“四个战略
支撑”的使命任务，首要的就是“为巩固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提供战略支撑”。党的十九大把“坚持
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上升为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
条基本方略，并将党章总纲里“中国共
产党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
装力量的领导”中的“领导”，修改为“绝
对领导”，有着深远政治考虑。党的领
导和党的建设是我军建设发展的关键，
首先体现在贯彻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
不断固本培元、凝心聚魂，确保我军始
终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更好维护中
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强军致胜的根本优势。现在，我国
进入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国家安
全需求的综合性、全域性等特征更加突
出，对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提出更
加紧迫要求。习主席在庆祝建军 90周
年大会上指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必须加快
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在
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上，习主席强调，
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要坚持
聚焦备战打仗，高层党委要抓备战打
仗，提高“战略谋划能力”“真打实备能
力”等“五种能力”，增强各级党组织的
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这些重要论
述，深刻揭示了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
设工作的根本着眼点，赋予“围绕中心
抓党建、抓好党建促中心”新的时代内
涵，彰显了主业主抓、重心在战的鲜明
导向。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关键作
用，最重要的，就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
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

推进强军事业的迫切需要。强军兴
军，关键在党。强军事业发展到什么阶
段，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
阶段。然而，现实中有的单位却存在把党
建工作行政化、边缘化、简单化现象，有的
甚至把党建工作当“软指标”、当“副业”，
这必然造成党的建设缺位、党的领导弱
化。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
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完成好
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必须
把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抓得更
紧更实，把我军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
坚强有力，为实现强军目标、完成好新时
代我军使命任务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

工作研究院）

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我军建设发展的关键
■张明仓

全面加强新时代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是推进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

《梦溪笔谈》中有则故事，北宋文人

柳开年轻时参加科举考试，用车载了上

千篇文章呈给主考官看，主考官读了文

章后竟面无表情。而应试者张景仅拿

出一篇短小文章呈给主考官看，竟让主

考官喜形于色。张景遂被擢为优等。

世人笑曰：“柳开千轴，不如张景一书。”

何至如此？就在于两人的基本功

不同，柳开一向作风漂浮，“少好任气，

大言凌物”。而张景正相反，沉着稳重，

耐得寂寞，扎扎实实打基础。由此观

之，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功，打牢基础是

必不可少的。

一个单位的建设也是如此，只有戒

除飘浮躁动之气，除去哗众取宠之心，

打掉侥幸取巧之念，静下心、沉住气，紧

紧围绕上级指示精神和法规，紧密结合

本单位实际情况，一项一项地抓，一点

一滴地建，把单位建设的基础打牢实，

做到件件项项都十分过硬，这样，才能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出色地完成任

务。

我们知道，战国名将吴起领兵打

仗，极少有败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平

时练兵扎实。他要求每名士兵能身穿

上、中、下三副护甲，头戴重盔、腰间佩

剑、肩扛长矛、携带50支箭和3天干粮，

半日奔袭百里之遥，且停下还能拉 12

石硬弓，如此，方能算合格士兵投入战

斗。这样的练兵标准和要求在当时各

国军队中都是少有的，但正因为有这样

的高标准、严要求，打下过硬的素质基

础，因而在与他国特别是与强大的秦国

军队作战时都做到了屡战屡胜。反过

来设想一下，如果尽搞假把式、花架子，

士兵个个都是银样镴枪头，面对数倍于

己的强悍秦军能取胜吗？

人们常言：“耐得寂寞，守得繁华。”

部队不是“繁华”之地，搞建设也不是为

了“繁华”，但要经得住战争的考验，打

得了胜仗，必须耐得寂寞打基础。只有

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瞄着打

仗来练兵，盯着实战来备战，才能在战

争来临之时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作者单位：武警宣城市支队）

耐得寂寞筑牢基础
■李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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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

上讲到持续正风反腐问题时，强调要

引导党员干部正心修身，律己持家，清

廉为官，自觉抵制歪风邪气的侵蚀。

正心修身是正风反腐、廉洁为官的思

想基础和重要前提，没有这一条，即使

做到不贪不沾、不奢不腐，那也只是在

不敢腐、不能腐的层面，只有坚持正心

修身，真正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自己，

以优良传统文化涵养自己，以合格党

员标准要求自己，才能达到不想腐、不

愿腐的境界。

我们看与“心”字有关的组词，有

“公心”“善心”“忠心”，也有“贪心”“歹

心”“野心”等。可见，一个人的“心”并

非天然的纯洁和澄净，尤其是受各种

社会思潮的影响，各种错误观念的误

导，就更容易使我们的“性本善”变得

“习相远”。因此，它要求我们在人生

的征程中必须不间断地正心修身、增

进修为。

“正心”，语出《礼记·大学》，就是

要除去各种不良心理、错误理念，不

为物欲所蔽，不为虚荣所惑，保持心

灵的纯洁和坦荡，保持崇高的信仰和

追求。而“修身”同样一直为古人所

倡导，就是要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公

正无私，祛除邪念，见贤思齐，择善而

行。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远

大理想作为自身的价值追求，同时也

把优良的传统文化作为涵养道德品

质的基础，只有既树远大理想，又修

为政之道，还重人格涵养，才能真正

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做好事，也才

能保证自身一生有为、一世清白，为

世人称道。

近年来，坠身落马官员不在少

数，分析其原因，其根本就是在正心

修身上出了问题。有的理想信念动

摇，党性观念丧失，宗旨意识淡漠，不

信真理信鬼神，不重崇高重纵欲；有

的道德沦丧趣味低下，一味追求吃喝

玩乐、作威作福，把能挥霍国家钱财

当本事，把做龌龊事情当享受。有的

把金钱物质当作毕生追求，金钱贪多

少都不嫌多，房子住多大都不嫌大，

以至把家庭当成权钱的交易所，把爱

好当成敛财的聚宝盆，把子女的从业

当成牟利的直通道。诸如此类，不胜

枚举，就像有贪官在忏悔录中说的，

心灵的轨迹一旦偏离了正道，就不再

觉得有什么丑事、坏事、险事、违法违

纪的事不可为了。

共产党人之所以十分重视正心修

身，最根本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决定的，

我们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

心，根本宗旨是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

的根本利益，这必然要求我们通过改造

外部客观世界和改造内在主观世界来

完成，共产党人提升品德修养就是改造

主观世界，如果主观世界不改造，甚至

很糟糕，那怎么可能践行党的宗旨、谋

求人民的福祉呢？同时，它也直接影响

着党的执政基础。2500多年前的《诗

经》曾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意思

是只有品德优秀的君子执政，人民才能

将其当父母一样看待，才能受到尊敬和

拥护。历史上一些王朝的覆灭，往往都

不是国力不够强大，外域来犯多么凶

悍，而是内部腐败所导致。由此可知，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正

心修身有多么重要。

正心修身，最关键的是要忠实而

虔诚。《礼记》强调，“欲正其心者，先诚

其意”。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这种

“诚”，首先是对党要诚，就是切实做到

组织上入党，思想上也入党，真正树立

起崇高的信仰信念，保持高尚的追求，

切实把自己当成党的人，忠心为党干

事，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党。其次就

是对党的创新理论要诚，切实用以武

装头脑、融入血脉，不断充实精神之

钙，把好“三观”这个“总开关”，始终把

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之灯塔，照耀

自己前行。其三就是执行党的纪律要

诚。党的纪律对党员言行的方方面面

都作出明确规范，只要我们始终保持

对纪律的敬畏，老老实实坚持按照要

求去做，就不可能偏出轨道、越过雷

池。其四就是对人民群众要诚。“水可

载舟，亦可覆舟。”既诚于为人民群众

谋福祉，更畏于人民群众之所言。要

把人民群众对自己的评价当成一面镜

子，时时处处用来正衣冠、去尘垢。如

果有了这样的诚意，其心自然得以端

正；而只要心正了，修身也就在其中

了，清廉也就在其中了。

（作者单位：沈阳联勤保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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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劲要紧岗位是大学校，可以增强本领；是大舞台，可
以施展才干；是大熔炉，可以锤炼意志

释义：习主席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引

用。语出韩愈《答李翊书》，大意是，植物

根系茂盛，结的果实才丰硕；膏脂充足肥

润，发出来的光才明亮。习主席在此引

用，旨在强调，中非人民在过去的岁月里

同心同向、守望相助，走出了一条特色鲜

明的合作共赢之路。展望未来，中非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前景广阔大有

可为！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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