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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破除和平积弊 推进练兵备战②

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虚怀纳

谏、从善如流，他不仅善于听取诤臣

魏征意见，还将其批评写在屏风上，

时时警醒自己。魏征死后，他不禁悲

叹：“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

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

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这就是

后世传颂的“三鉴”。李世民特别重

视借鉴历史经验，他还专门写过一本

书，反思历代帝王政治成败得失，取

名《金镜》。

古往今来，“镜鉴”是人们认识客观

世界的重要方法和智慧。马克思认为：

“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

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

现。”又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

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

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他者”视角

赋予了“镜鉴”哲学底蕴。“镜子”能让人

正、令人明、使人智。习主席在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号召全党上下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是

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鲜活

实践。

揽镜自照，兼听则明。破除和平积

弊，同样需要“镜鉴”意识。政治工作领

域的和平积弊特别是“三个自我”，大家

讲起来反感厌恶，做起来却又往往深陷

其中，难以自拔。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是少了客观之“镜”，缺了理性之“鉴”，

或目不见睫，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看

不到深层问题，最终还是穿新鞋走老

路。

多一面镜子，就多一个视角。平面

镜、望远镜、显微镜、射电望远镜……透

过林林总总的“镜子”，人们可以观察容

貌，探索宇宙，凝视微观世界。同样，破

除积弊需要从多种镜子中检视不足。

我们可以从“红色基因”这面镜子中，探

其发端，追其发展，在回顾征程中守好

初心；从“基层官兵”这面镜子中，聆听

真言，挖其病灶，切实改进作风；从“未

来战争”这面镜子中，找到差距，紧盯战

位，锐意创新。从这一面面镜子中，我

们要把自己摆进去，反观自省，用心去

看，触及灵魂。

照镜子正衣冠，破积弊立标准。《谭

政报告》中指出：“不能在我军基本任务

与当前具体任务以外再有所谓政治工

作的独立任务”。我军政治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归结起来就是“一切为战斗

胜利”。破除政治工作和平积弊，最重

要的是自觉站在强军兴军的战略高度，

准确把握“生命线”的坐标方位、使命责

任，紧贴练兵备战，融入练兵备战全过

程，坚持求真务实做工作，盯着实效抓

落实，在坚定维护核心、服务备战打仗

中发挥功能作用。

走进每一个连队，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明亮的“军容镜”，它提醒我们察

己容、观己心、正己行，时时告诫自己

“我是一名军人！”破除和平积弊也需

要立起镜子，主动照、经常照、多个侧

面照，照出矛盾问题、找出解决办法，

让生命线在跳出自我、破除积弊中彰

显蓬勃旺盛的时代生命力。

破除积弊需要“镜鉴”意识
■闫建永

第一面镜子：初心之镜
——时代变了，面貌新

了，更须在“初心之镜”里找到

自我

在西部战区航空兵某旅军史馆，珍
藏着一则故事——

1953 年 6 月 24 日上午，100 多架敌
机对鸭绿江大桥进行空袭。志愿军空军
32架飞机同兄弟部队并肩作战，击落敌
机5架，击伤 1架，从此敌机未敢北犯。

那天，年轻的飞行员李春吉追击 2
架敌机，入海 30 公里，与敌“空中拼刺
刀”。将敌长机击落的同时，自己驾驶的
战机中弹。李春吉海上跳伞，与惊涛骇
浪搏击7小时，最终获救。

所向披靡胜有因。查阅军史资料，
当时部队边打边建、边打边练，在战斗中
锻炼成长，部队政治工作者把思想工作
开展到机翼下，深入一线开展教育，在飞
行员心中立起战斗精神旗帜。
“我军政治工作从硝烟走来，服务保

证打赢是其‘根’和‘本’。”该旅政委张红
平告诉记者，使命任务拓展到哪里，政治
工作就应服务保证到哪里。

作为英雄部队的传人，这个旅至今
坚持着一个优良传统：政治干部全程参
与到下达任务、战法研究和检讨反思等
各环节。

然而，时光荏苒，我军 30多年不打
仗，政治工作的“和平病”也在一些单位
和个人中不同程度地显现。

今年年初，某旅一些干部的微信里
流传了几份夹杂着负能量、灰色调的帖
子，转发帖子的是一名政治教导员。

帖子虽小，折射的却是思想深处的
和平积弊——过日子的思想浓厚，把当
兵当成谋生手段，考虑个人事多、考虑打
仗事少，心中无使命、眼中无敌人。

面对负能量的言论，为什么有的政
治干部没有开展批评？这一现象引起了
旅党委的深思。旅政治机关当夜开会研
究，第二天下午，全旅上下组织了一次特
殊的党日。
“时代变了，面貌新了，更须在‘初心

之镜’里找到自我。”一名政治指导员在
体会中写道：“这个‘自我’，说到底就是
政治工作、政治干部的价值取向。”

狮泉河烈士陵园，某旅政治干部凭
吊了李狄三烈士。1950年，李狄三作为
进藏先遣连党支部书记，奉命率部入
藏。在高原高寒、缺氧缺衣、少食无药的
情况下，他带领官兵百折不挠，英勇斗
争。把五星红旗插到噶大克后，包括李
狄三在内的 63名官兵牺牲倒下，埋骨在
海拔4500米以上的雪域。

老一辈革命家说，“政治工作要在最
艰苦的时刻闪光”。那年夏秋之季，地导

某旅在海拔 4000 多米的高原陌生地域
驻训。行军中战车倾覆、拉动中战车故
障、高原缺氧的痛苦……旅政委时顺波
亲身经历了重重困难。他吸着氧气写下
一本《战地政治工作笔记》，文中写道：
“执行任务中，官兵们期待的政治工作不
外乎：①发自真心，不搞花架子；②急难
险重时冲锋在前，官兵自然跟上；③边干
边组织，发挥中流砥柱作用；④总结工作
时，多表扬身边官兵。”
“年轻的官兵不会天生想打仗、谋打

仗，这根弦是靠政治干部的实干真干带
头干、一环一环拧紧的。”时顺波如是说。

第二面镜子：基层之镜
——政治工作有没有归

正位置，不妨用“战士的眼睛”

来校准

“一个连队，一个季度开展了 46次
思想政治教育。”2017年初，某基地机关
到基层检查时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数
据。

登记本上的 46次教育，究竟在官兵
心里产生了什么效果？此事引起战区空
军党委的高度重视，随后在全区范围对
5个不同类型基层营连的经常性教育情
况展开调研。

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谭政报告》就
曾指出，“不能在我军基本任务与当前具
体任务以外再有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任
务。”离开了战斗力标准，政治工作就失
去了目标和方向，成为毫无意义的“空头
政治”和“空洞说教”，而只考虑规模效应
和轰动影响，必然会形式大于内容、过程
重于效果。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去除积
弊亦需久久为功。一名干部不无忧虑地
说：“精致的形式主义，大家既反感，却又
深陷其中。”

对此，西部战区空军党委有着清醒
的认识，他们修订战区空军党委和机关
《加强自身作风建设有关规定》，从加强
调查研究、改进会风、精简文电简报等方
面，提出 24点具体要求。“少琢磨词，多
琢磨事”成为大家共识。

防止带着“积弊”查“积弊”，他们提
出：沉到一线，少听汇报、少翻资料、少看
登记，重点帮助基层找到问题症结，研究
破解之道。

政治工作有没有归正位置，不妨用
“战士的眼睛”来校准。7月 19日，航空
兵某师的主题教育大课采取专题辩论会
形式组织，正反双方以“和平积弊战时才
能根除”“和平积弊平时亦能根除”为正
反辩题，展开思想交锋。登台的都是一
线官兵，兵言兵语厘清了大家的现实思

想困惑。今年来，这个师政治教育大课
“变身”辩论会、反思会、演讲会，每堂课
都令人耳目一新。
“政治工作应该像空气，日用而不

知；像盐，融入到一餐一饭中；像血液，在
机体内流动循环。”战区空军政治工作部
主任蔡立山认为：“政治工作破除和平积
弊要追求三种境界，无形支撑有形，无字
高于有字，无声胜于有声。”
“大集中、小穿插”是他们始终坚持

的一项政治工作传统。“集中”就是时间、
人力、精力集中，把中心工作做好。“穿
插”就是利用训练间隙，有针对性地开展
政治教育和党团活动。每一个训练场次
都有两份计划，政治教育要求准备充分、
内容要精、方法要活。

航空兵某师连续参加高原试飞验
证、海上岛礁模拟空投空运等大项任务，
6种机型、不同机组长期处在机动中，每
次执行任务前都有相应的政治工作小计
划，真正做到展翅千里不断线。
“政治工作的阵地在哪里？不在窗

明几净的办公室，不在雄伟壮观的礼堂
讲台，而是在官兵们的心坎上。”航空兵
某旅政委刘韬对此深有感触——

沙尘暴像一堵墙，排山倒海向机场
压来。此刻，仍有 4架战机在空中。面
对突发情况，这个旅指挥员冷静指挥，飞
行员精心操作，空地协同配合，战机安全

着陆。
这个旅组建 6年 6次搬家，从繁华都

市挺进大漠戈壁，环境陌生、条件艰苦，
艰难复杂的考验已经不是一次两次。

面对各种思想冲击，他们着力把政
治工作做实做细：旅党委正副书记找常
委谈，旅常委找基层主官谈，基层主官找
一线官兵谈，每一个人都掏心窝，说真
话，在心窝里找到工作的“杠杆”、找准工
作的支点，保持了部队上下一心、思想稳
定。

第三面镜子：战争之镜
——政工岗位就是战位，

带兵打仗应是政治干部的本

职和专业

坐在作战席位上，就要有打仗的本
事——

那年深秋，战斗警铃突然响起，一个
“不明飞行物”窜入责任空域。如何决
断？指挥所内，政工席值班员果断向指
挥员提出建议。随后战机升空，经过侦
察后成功将目标击落。精准判断与科学
建议背后，是政治指挥员对空中低小慢
目标的多年细致研究。

再看一场防空演习。战机来袭，导
演组临机导调：“地导某营营长负重伤，

更替指挥员指挥。”然而，仓促上阵的政
治干部却因为指挥失当“走了麦城”。

60 年前，人民空军组建之初，政治
干部大多是陆军出身。装备技术含量
高、飞机操作难度大、飞行训练组织指挥
复杂，这让习惯于带兵冲锋“跟我上”的
老政工们犯了难。

为此，朱德元帅要求政治工作人员
“不仅保证忠实可靠、勇敢坚定，还要加
上技术，把政治和技术很好地结合起
来”。一场政治干部学军事、学指挥、学
技术的活动随之轰轰烈烈地展开。

如今，现代战争形态不断演变，我军
力量体系重塑组合，政治干部如何在其
中找准自己的战位？在新质战斗力生成
中，政治工作如何体现新的质效？

航空兵某旅于今年初改装新型战
机，同时展开军事训练新法规试点，政治
干部面临的课题艰巨复杂。旅政委许加
平带领政治干部认准一条主线：政治工
作“钻技术”不是当“技术助手”，而是发
现技术工作规律，发现技术人员思想活
动的规律，做好掌握技术的人的思想工
作。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到航空兵部队
采访，政委和政治工作部主任随身的公
文包里，除了当日的飞行计划，还有飞行
训练大纲、机务维护规程、飞机设备手
册，随时翻看、勾画背记、主动提问，成为
他们的一种习惯。

一名年轻的飞行大队教导员说：“感
知和体会飞行员空中的状态，一是靠问，
二是靠反复观看空中视频，研究各种飞
行数据，只有这样才能与飞行员的思想
同频共振。”
“钻进去”才能“冒出来”。走访西部

战区空军部队，记者耳闻目睹政治干部
练兵热情：雷达、地导、电抗等地面部队
的政治干部同步参加比武，个人成绩作
为团队成绩重要一项；航空兵部队政治
干部与飞行员共同参加飞行训练法规理
论考核竞赛，一批“理论通”“法规通”涌
现出来。

战区空军各部队广泛开展“实战化
训练规律大家谈”，政治干部参与热情
高，年度有课题、演训有总结，打一仗、进
一步，实践一段、总结一番、提高一步，一
些研究成果针对性很强。

7月初，某基地参加“红剑”体系对
抗归来，部队上下随即展开了检讨反
思，数十条意见建议摆上桌面。检讨
中，大家还是感到军事行动中政治工作
与军事任务和官兵实际“贴合度”不高，
口号化、概念化的东西太多，“对接点”
太少。

致力于解决这一痼疾，西部战区空
军机关扎实开展战时政治工作理论创新
课题研究，组织力量系统梳理重大演训
任务中形成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制定
49个政治工作方案预案和配套措施，形
成 9个军事理论研究成果，坚持融入日
常训练，搞好常态化推演、实战化检验、
动态化更新，推动政治工作准备真正向
现实作战任务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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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三个自我”立起“三面镜子”
—西部战区空军破除政治工作领域和平积弊新闻观察

■本报特约记者 杨 进

紧紧围绕中心、服务中心、保证中
心，既是政治工作的重要原则，也是政
治工作的生命力所在。然而，有的单
位“自我设计、自我循环、自我检验”的
问题因为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政治工作

的威信威力也就难以彰显。
投入越多，浪费越大；抓得越多，危

害越大；忙得越多，干扰越大。“三个自我”
的出发点是“自我”，实质是和平积弊；貌
似服务中心，实则是战斗力的大敌。

走访西部战区空军部队，从雪域高
原到大漠戈壁，从边防一线到内陆盆
地，练兵备战火热展开。对于如何纠治
政治工作领域的和平积弊，大家讲得很
深切，愿望也很迫切。

战区空军首长告诉记者：“政治工
作者需要拿起镜子照照自己，真正看清
政治工作自身存在的问题。”他认为要
以“三面镜子”自警自省：一面是红色传
统，一面是基层官兵，一面是未来战争。

比“视觉盲点”更可怕的是“思想盲
维”。破除和平积弊，不仅需要勇气，更
需要回归本色、回归本真、回归本业。
镜鉴意识，为我们提供了审视新时代政
治工作的新坐标系。

锐视点

图为某次演习出征前，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组织任务分队空勤人员宣誓。 刘应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