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八一评论 E-mail:jfjb81pl@qq.com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５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魏寅

编者按 当前，全军上下大力纠治
和平积弊，取得明显成效，但也有一些
顽症痼疾仍未彻底根除。比如，搞偏离
中心的“三个自我”，搞心无战事、紧不
起来的“过日子状态”，搞背离战斗力标
准的有害积极性，搞繁琐拖沓、虚转虚
耗的“和平套路”，搞图形式走过场的假
把式演训、低层次备战，搞弱化备战打
仗的负向激励，搞陶醉自己、震醒敌人
的虚假拔高宣传，搞选人用人上的“和
平官”标准，搞出公差、不在状态的战备
“坐班”，搞以“和平招”纠治“和平病”，
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组织了一组
言论文章，剖析问题根源，探讨应对之
策，以期为彻底纠治和平积弊提供启
发，敬请垂注。

“中心居中”，向来是一支部队制胜

的法宝。此前，陆军某部曾提出“一个

让路、三个不争”：一切工作为主业让

路，不与战备训练争时间、争人力、争资

源。其目的就在于确保“中心居中”，不

让主责主业受到干扰。

然而，也有少数单位的领导干部，

不是“中心居中”，而是“自己居中”。他

们全部心思向自身聚焦、各项工作向自

身用劲，搞自我设计、自我循环、自我检

验，即使干扰了主责主业，也觉得在所

不惜。

这些人，往往有一种“存在感焦

虑”，似乎不做点什么，就不足以证明自

己的价值和存在。比如，有的认为只有

自己负责的工作最重要，各吹各的号、

各唱各的调，导致整个单位“指头硬，拳

头软”；有的左一个“点子”、右一个“创

见”，吸引了不少眼球、博取了不少点

赞，实际却对中心工作没什么价值，甚

至把工作重心带跑偏；有的热衷于通过

开会、发文、检查、调研“留痕迹”，或是

搞朝令夕改、毫无意义的瞎折腾，使中

心工作受到冲击。

更有甚者，名义上打着“狠抓中

心”的旗号，实际却干着背离中心的事

情。他们为了站在聚光灯下、占据舞

台中心，想方设法地表现自己。对那

些看得见、摸得着、见效快的工作，即

便实际意义不大，他们也会大做文章、

风风火火；对那些花费时间长、工作亮

点少、领导难注意的工作，即使事关战

斗力建设的根本，他们也会推诿拖延、

绕道而行。

刷存在感，本质上是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的表现。喜欢刷存在感的人，要么

是“私”字当头，要么是“利”字作怪，要么

是“欲”字熏心，反映出的是政绩观偏差、

使命感弱化、责任心缺失。须知，一个人

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用在刷存在感

上的时间多了，用在落实工作上的时间

就少了。刷存在感的动静越大，消耗的

人力、物力、财力就越多。在日复一日的

空转中，强军伟业就可能落空。

如果为了刷存在感而干扰了主责主

业，那么，刷出来的不会是存在感，只会

是官兵的抵触感、厌恶感。有基层官兵

吐槽，上级机关“会议连环套，材料催着

要，检查天天有，周末通知到……”各种

干扰如此之多，中心怎么居得了中，重点

怎么重得起来？所以说，那些给基层添

乱、让官兵添堵的存在感，不要也罢。

军人的存在感，归根结底取决于能

否打赢，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如果主

要精力、主要心思、主要时间不花在主

业主责上，而是花在争彩头、博出位上，

以至于主业被荒废、主责扛不动，一旦

到了为国亮剑、生死对决的时候，怎能

打得赢？如果打不赢，又何谈存在感？

其实，真等战事来临，谁还有心思

刷存在感？一些任务部队的官兵反映，

执行任务期间，上级机关的“官方活动”

少了，远离中心的“空壳文电”少了，干

扰部队的工作组也基本没有了。这说

明，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有数：如果为刷

存在感而影响了大局，是要付出血的代

价，成为历史罪人的。

存在感，不是靠玩弄手段刷出来

的，而是靠实心实意干出来的。当前，

正处于新旧体制转换、新旧职能过渡、

新旧模式更替的特殊时期，以什么样的

态度对待工作，将直接影响改革成效的

彰显、强军伟业的推进。只有做到一切

工作向主责主业聚焦，扎扎实实干工

作、默默无闻作贡献，才能让自己的“存

在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在官兵心中

长久留存。

（作者单位：武警西藏总队）

别为“刷存在感”干扰主责主业
——在严抓练兵备战中推动积弊纠治走深走实①

■刘国荣

长城瞭望

跨界思维

八一时评

一件原价15元的商品，降价到10

元出售，很多人会觉得划算，因而“买买

买”。然而，一件原价1005元的商品，

降价到 1000元出售，却很难让人“心

动”了。同样是降价5元，为何给人的

感受如此不同？

在心理学上，这种现象被称为“参

照效应”。它指的是，人们通常会依据

某一参照点，而不是“绝对标准”来作出

判断、进行决策。正如上述案例中，多

数人不是根据实际降价多少来判断“划

算”与否，而是现价与原价的比值。

正如鲁迅的一句名言：“这屋子太

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

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

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大家之所以

“愿意开窗了”，就取决于“拆掉屋

顶”这个参照点。现实生活中，人们

对参照点的选择往往是无意识的、被

动的，很少意识到自己受到参照点的

影响甚至操纵。

“参照效应”在军事领域也广为存

在。早在春秋时期，《孙子兵法》就提出

了“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

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的军事对抗谋

略。从现代心理学意义上来看，这些谋

略，其实就是为误导敌方的思维判断所

设定的参照点。

现实中，也有不少官兵受到“参

照效应”的影响。有的官兵把取得多

好的名次、拿了多少块奖牌，作为衡

量练兵成效的硬指标，这固然有一定

的道理。然而，练兵备战的问题，永

远绕不开同什么对手打仗的问题。讲

练兵要有的放矢，这个“的”，理应是

对手和敌情，而不是名次和奖牌。选

准了这个参照点，一切技术和战术的

准备才能有效益、真管用。反之，如

果总是和自己比，和队友比，和过去

比，参照点就存在偏差，练兵备战也

就失去了准头。

新形势下，我们面临的安全威胁更

加复杂多变，作战对手具有多元特征。

尤其是部队移防换防之后，潜在作战对

手也随之改变。练兵备战的参照点，理

当顺时应势地作出调整。既然“参照效

应”客观存在，甚至无法摆脱，那么指挥

员在指挥决策时就不能忽视它，要尽量

减少它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走出狭隘

的思维定势，注重多角度考虑问题，把

练兵的参照点选对选准，方能掌握未来

战争的主动权。

（作者单位：联勤保障部队政治工

作部）

练兵选准“参照点”
■焦占锋

跑过长跑的人，或许都有这样的经

历：跑到中间某一阶段时，呼吸困难、全

身乏力，迈腿摆臂都费劲。这种生理现

象，专业术语叫“极点”。遇到这种情

况，如果以为自己体力不支，真的停了

下来，就可能被身体“欺骗”了。

“极点”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运动造

成乳酸的堆积，引发疲劳感。此时，身

体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能量，将这些“疲

劳素”代谢掉。也就是说，此时的筋疲

力尽只是一种“假疲劳”，只要咬牙挺

住，等到乳酸被消耗后，疲劳感自然会

得以缓解，呼吸会变得均匀，动作也会

变得轻松。

对于部队官兵而言，刚刚踏上军旅

之路时，或许觉得自信满满，浑身有使

不完的劲儿，然而过了一段时间，隐藏

在暗处的问题或许就会接踵而至，“疲

劳素”也会渐渐累积。比如，参加比武

拼尽全力，仍没拿到名次，内心“不淡定

了”；技术革新加班加点，难题久攻不

克，感到“心态崩了”；撰写材料费尽心

思，还是没能通过，感到有点泄气；报考

军校刻苦复习，成绩不见提高，感到信

心受挫……

这些情绪和思想上的“疲劳素”，如

果不能及时清理掉，就会让人喘不上

气、迈不开腿，甚至中途退场、败下阵

来。应当认识到，清理“疲劳素”的最好

办法，不是堆积它，而是消耗它。因此，

越是“疲劳素”累积到了峰值，越不能停

下脚步，而是应当继续奔跑。不妨冷静

分析现状、找准问题症结、调整努力方

向，在持续不懈的行动中代谢掉“疲劳

素”。只要横得下心、吃得了苦，柳暗花

明也许就在眼前。

清理掉“疲劳素”，能量才有可能回

到满格。空军飞行员李浩48岁时“转

行”，从“王牌师”的空中骄子转为新组

建部队的无人机飞行员，5年之内4次

转隶、3次转岗，实现了一次次“老兵突

击”；某旅政委马宝川47岁时学习特战

课目，跟十七八岁的战士拼体能，还

完成了军旅生涯的首次高空跳伞……

这种“不知疲倦”的精神，为推进改

革强军进程添注了强劲力量。广大官

兵也当如此，在一个又一个“身心俱

疲”的反复考验中、在一次又一次突

破“极点”的持续淬炼里，实现新的

跨越，铸就新的辉煌。

清理一下“疲劳素”
■李宗徽

前不久，海军某部组织海上射
击演练。一名战士在等待射击命令
时，认为“闲着没事”，就想顺便把
舰炮的炮衣整理一下。不料，正在
他叠炮衣时，“敌”目标进入侦察范
围，随即而来的战斗命令让他手忙
脚乱。结果，目标脱离侦察范围，

任务失利。
这正是：
办事自当有缓急，

战时何暇叠炮衣？

打仗之弦应绷紧，

纠治积弊须彻底。

洛 兵图 曾彬燕文

1952年10月14日凌晨，美第八集

团军司令员范弗里特指挥以美军为首

的所谓“联合国军”，以每秒钟6发炮弹

的速度，对驻守上甘岭的志愿军阵地进

行狂轰滥炸。上甘岭战役——被美联

社称为“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在震天

撼地中打响了。

时任第15军军长的秦基伟在当天

的日记中写道：“这一天，是我一生中又

一个焦虑如焚的日子。敌人突然发动

进攻，规模之大，火力之猛，都是空前

的。”

对于上甘岭，美军原计划用两个

营、5天时间、伤亡200人以内拿下来。

的确，只有3.7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上，

仅仅驻守着志愿军的两个连，这样的计

划足够保守。然而，美军最终动用了6

万余人，打了43天，倾泻了190万发炮

弹，付出伤亡和被俘2.5万余人的沉重

代价，志愿军的钢铁防线却岿然不动。

据说，在美国西点军校的纪念馆

里，摆着 537.7和 597.9两个高地的模

型。上甘岭战役至今仍是他们的教学

战例。

上甘岭，不但是美军的“伤心岭”，

也是美军乃至整个世界重新认识中国、

重新认识中国军队的“分水岭”。

在上甘岭，战争的双方列开队形、

摆开阵势，在同一场地、同一规则、同一

目标下，打了一场硬碰硬的拳击赛。结

果，志愿军打出了国威军威，创造了世

界战争史上“攻不破的防线”的奇迹，并

将战略对峙有效稳定在北纬 38度线

上，打掉了美军“从战场上得到谈判桌

上得不到的东西”的妄想。

在上甘岭，中华民族找回了失落百

年的尊严和自信。从此，“联合国军”再

也不敢发动大的进攻战；从此，新中国

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基本确立。基辛

格在《论中国》中写道：“朝鲜战争对中

国而言不只是平局。它确立了新生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军事强国和亚洲

革命中心的地位，它还建立了中国作为

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的军事威信，在以

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威信始终不坠！”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上甘岭战役

的胜利，是正义战争的胜利，是全世界

爱好和平力量的胜利。60多年前，中

国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毅然派出

志愿军抗美援朝，完全是保卫和平、反

抗侵略的正义之举。所以，志愿军将士

才会有愈战愈勇的旺盛斗志和高昂士

气，才能不断创造出惊天地、泣鬼神的

战争奇迹。

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从来信理不

信邪、服理不服霸，决不会接受任何外

来干涉，决不会屈从任何外来胁迫，一

如既往地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

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上甘岭战役是交战双方实力、意志、

素质和作风的综合较量。志愿军巧妙利

用坑道工事和野战工事，构建起攻守自

如的纵深防御体系，摸索出打阵地战的

一整套成功经验，越打部队损失越小、官

兵士气越高。李奇微后来承认：“对当时

军事上的实际有着清醒认识的人，没有

谁会相信，凭我们手中的这点儿有限的

兵力，能够赢得什么全面胜利。”

当今世界，国际竞争的“丛林法则”

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真理只在大炮

射程之内”的现实逻辑一再上演。能战

方能止战。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

面对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唯有奋发图

强，建设一支更加强大的人民军队，关

键时刻才能底气足、腰杆硬，不负党和

人民的重托。

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以极不对称

的武器装备，战胜了装备精良的美军，

证明了战场上的一个不二法则：钢多气

少终究笑不到最后。邱少云、黄继光、

孙占元……上甘岭战役中，4.5万人的

第15军打出各级战斗英雄12383人，占

全军总人数的27.5%。第15军《抗美援

朝战争史》这样描述：“上甘岭战役中,

危急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

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

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

精神上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一个民族、一支军队，只有从精神上站

起来、强起来，才会永不言败、永葆生

机。上甘岭战役让我们看到“人类的精

神一旦被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

的”。新时代之“新”，不仅新在物质形

态，更新在精神状态。当高楼大厦遍地

林立时，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必须巍然耸

立。走在强国强军的新征程上，我们永

远不能忘了“向我开炮”的呐喊，不能忘

了那些“冰河中像原木一样移动的身

影”，“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

曲调……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

上
甘
岭
为
何
成
为
美
军
的
﹃
伤
心
岭
﹄

■
辛
士
红

弘扬民族精神、奋斗精神

“挠痒不着何曾益，入木三分骂亦

精。”如郑板桥言，有些稗官野史虽非信

史，但其讽之精刺之深，读后总是让人

笑而思之。

这里说的是一位望子成龙的太守，

日日以孔孟之道课之以子。其子倒也

聪慧，四书五经无不倒背如流。一日太

守不在家，有人登门送来银两，以托办

事。儿子以平时受教圣贤之言拒其赠，

而诺其事。太守归来，愤而斥之：“此为

人前语，说说而已，如何能真做。”

后来事情还是勉强给办了，那人当

众称誉太守家风之高亮，其子忙止曰：

“我把可说不可做的人前语当真，已被

家父责罚了。”众愕然。太守闻之更是

大怒：“此为人后言，岂能道于人前。”

“事或云无，理所必有。”故事固不

可考，但从古至今，惯以“人前语”和“人

后言”处世做人、甚至居官为政者，又何

曾绝迹灭踪。现实中无论是政治上还

是生活里的“两面人”“伪君子”难道我

们还见得少吗？

文学评论家告诉我们，中国文学本

质上是一种君子文学，君子与小人的冲

突是中国文学矛盾冲突的主要形式。

文学源于现实，这里说的小人并非官职

地位的低微，而是人格品行的卑贱。譬

如，最终使得大宋江山“三分天下二分

亡”的蔡京等“北宋六贼”，皆为权臣，但

他们的专擅之术恰恰是口是心非、口蜜

腹剑、两面三刀……

“卿本佳人，奈何作贼。”人前人后

使用两种语言，其实是一种伪装手

段。须知，但凡以伪装示人者，必是为

了掩饰某种不可告人、见人的目的。

譬如中国古代所谓“二十四孝图”中的

“郭巨埋儿”，便渗着一股虚伪的森冷之

气—为了省下粮食给母亲吃，郭氏夫

妇决定将3岁儿子活埋。待挖坑3尺，

居然掘出一坛黄金，上面写着：“天赐孝

子，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鲁迅先生对此特别“反感”，在《朝花

夕拾》中有专论，称其中有“诈”。古人质

疑的也很多，如袁枚就问道：“禁儿食可

也，弃若儿可也……而埋之何说？”后人

分析，郭氏大约是到手一笔不义之财。

说破了，“埋儿”是“人前语”，而洗钱才是

“人后言”。

问题是，如此一出拙劣的骗局，地

方官再驽钝也能识出破绽，为什么还要

给予嘉奖和旌表呢？故事发生的汉晋

年代，朝廷宣扬“以孝治天下”，这也就

成为他们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前语”；

而掖着藏着的“人后言”，则是邀政绩、

抢彩头的“好名之弊”……

“人前语”与“人后言”不仅流行于

世间，天上的神仙们也未能免俗。文学

名著《西游记》里唐僧师徒4人历尽艰

辛来到灵山，可取经时因“不曾备得人

事”便被用无字的白本打发了。官司打

到如来那里，神佛们的“人前语”无非是

经历磨难不够等等，而“人后言”却是

“经不可轻传，亦不可空取。忒卖贱了，

后人当饿死矣。”你看，佛法亦有边，更

何况人乎？

人前人后两种语言语境的转换，其

实是一种陈腐的文化体系。比如“见人

先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等出现

于明清两代的市井俗谚，就是典型的封

建社会的文化脉络和精神状态，被黑格

尔准确地称为“理性的狡计”。可以这

样说，这种掷心卖眼的“狡计”使用得越

多越圆滑自如，灵魂就越“矮化”，内心

的阴暗面就越大。

“当别人的灯都灭了，你的黑夜也

就到了。”某些小聪明、小手段或许能在

生存秩序和人际关系中一时占得上

风。但是，“我能往，寇亦能往”，一旦工

于心计、尔虞我诈成为通行的为人处世

规则，一旦社会的信任半径近乎为零，

你焉知自己身后有无暗箭、脚下是否挖

坑呢？

我们知道历史学家克罗齐深刻的

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面对种

种“人前语”“人后言”，他的另一句话同

样深刻：“生活的智慧告诉我们不要沉

溺在无益的欲望中，思想的智慧警告我

们不要沉溺在虚伪的荒谬中。”

“人前语”与“人后言”
■郑蜀炎

玉 渊 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