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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来部队只有两个月，但感觉

战友间的感情和以前同学、网友间的感

情完全不一样。”

“干部、班长们并没有想象中高高

在上的感觉，反而像大哥哥一样，让我

感到特别‘暖’。”

“原以为部队很复杂，与人交往要

多长个心眼，现在发现这里真像一个

家，一起摸爬滚打、心贴心交流的感觉

真好。”

在新兵营调研，新兵们谈起入伍两

个多月来的收获，一个高频词是“没想

到”：没想到军营人际关系这么纯洁，没

想到战友之间这么好相处，没想到互帮

互助的感觉这么好……

诸多“没想到”的背后，是00后新兵

鲜明的“社会化”烙印。作为移动互联

网的“原住民”，他们的经历阅历更加多

样化，人际交往社会化特征更加突出。

他们带进军营的人际关系方面的变化，

可以说丰富多彩。

调查显示，相当一部分新兵入伍前

有打工、经商等经历，有的甚至从事过

两份以上工作；即使是刚从校门到营门

的新兵，也有部分在校期间有过兼职经

历；还有部分新兵出过国，有海外阅

历。他们的知识广度、思维活跃度，甚

至比部分骨干都高。面对这样的新兵，

不少新训骨干直呼：“Hold不住！”

走进陌生环境，面对新的面孔，也有

少数新兵难以适应交往圈的改变。网络

上“扶不起”“碰瓷”等负面消息的扩散，

更让他们对人际交往缺乏信任，自觉不

自觉地给自己加上了一道“屏蔽门”。有

新训骨干反映，少数新兵不愿意主动和

战友交流，考虑更多的是“别人怎么对

我”，而不是“自己怎么对别人”。这让一

些新训骨干叫苦：“沟通难！”

一到军营便建起“老乡群”，虽然把

新训骨干加为微信好友，但朋友圈“仅

对部分人可见”。看起来“面对面”、实

际上“圈对圈”，“有事不对班长讲、无话

不在圈里谈。”少数新兵的“圈”，让新训

骨干苦笑：“进不去！”

其实，无论是“Hold不住”的自嘲，

还是“进不去”的感慨，对于各级带兵人

来说，00后新兵身上的种种交往观念，

是这个时代的印记。对此，既不必过分

担心，也不能掉以轻心。对于那些经历

丰富、沟通能力强的新兵，可以给他们

多搭舞台、多递“话筒”，发挥好他们的

积极作用；对于那些自我意识比较强的

新兵，要想取得他们的信任，既要找准

他们的思想扣子，还要找到合适的交流

方法。面对“这一代”，就必须用“这一

代的方法”与他们交流。只有主动融入

他们的世界，对症下药、用心沟通，才能

“用一片云去推动另一片云，用一棵树

去摇动另一棵树”。

至真至诚是兄弟，最是纯洁战友

情。对于 00后新兵来说，部队是一个

战斗集体，战友之间更需要沟通。没

有平时的心心相连，哪来战时的生死

与共？在初入军营的适应期，在一起

摸爬滚打的“阵痛期”结下的友情，是

很多人一生中最难忘、最可贵的情

谊。跑 3公里时的互相鼓励、紧急集

合时的互相提醒、爬战术时的互相比

拼……这些，都让战友之间的情谊更

加真挚纯朴。这种无私的、纯洁的关

系，足以抵消某些负面“社会化”因素

的影响。

不可否认，前些年，在不良政治生

态的熏染下，官兵关系也受到过“功利

交往、物质化交往”的冲击，也影响了部

分新兵和新兵家长的交往观。有的新

兵很“关心”干部骨干的生日，有的新兵

悄悄打听哪个骨干是老乡，有的新兵家

长在入伍前就教育新兵“灵活点”……

殊不知，随着正风肃纪的深入推进，如

今的军营，已经是风清气正，正是新兵

们大展宏图、施展才华的大好时机。生

死相依的战友情谊，切不可在入伍之初

就变了味、染了尘。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00后新兵

们入伍两个月来的心路变化说明，真正

能经受得住考验的、牢不可破的，是在

一起摸爬滚打、同甘苦共患难的真感

情。进入军营，用心去交新朋友，就一

定能让“友谊的小船”行稳致远。

（作者单位：中部战区陆军某训练

基地）

关注00后新兵·交往

让“友谊的小船”满载战友深情
■赵 军

长城瞭望

先行试点，是部队搞改革、抓建设、

干事业的一条重要方法。然而，有的单

位只有试点不见推广、只出经验没有“下

文”，把种“苗圃”变成栽“盆景”。这种现

象值得重视。

开展试点，目的在于探索路子，总结

经验，以试点带动整体，积小胜为大胜。

试点的过程，其实就是暴露问题、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对于那些事关全

局、开创性强又必须推进的工作，通过先

行试点，“突破一点，取得经验”，并“利用

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的工作”，可以

少走弯路，少犯错误，降低成本，提高效

率。正因如此，习主席多次强调要用好

改革试点这一重要一招，“试点是改革的

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试点

能否迈开步子、趟出路子，直接关系改革

成效”。

试点，是全局的“试验田”，不是局部

的“自留地”；是育木成林的“苗圃”，不是

自我欣赏的“盆景”。解剖一只麻雀，可

以看清弄懂内部结构；搞好一个试点，能

为推动全局工作提供有效方案。可以

说，试点只是序曲，推广才是根本目的。

局部试点如果不能收获全局之利，也就

失去了试点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然而，一些试点难推广、经验难复

制，主要原因是有的单位对试点高看一

眼，特事特办，施“偏心肥”，这样的经验

其他单位想学也学不来；有的单位重视

总结经验而不重视真试真闯，把精力用

在鼓捣字句上，而不是真抓实干上，为使

“文字”上精彩，不惜“合理想象”、任意拔

高；还有的把开展试点当成例行公事，写

在汇报材料上，实际却任其自生自灭。

开虚花不可能结实果。如此试点，有哗

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只会贻误

部队建设，损害组织形象。

试点的关键在于“试”。任何工作试

点，都具有很强的探索性、创新性和风险

性，不可能是成功经验的“专卖店”，走弯

路甚至出现失败都有可能。如同投石问

路，只有把问题穷尽，让矛盾凸显，试点

才能真正取得可推广的经验；只有给试

点试错容错的空间，才能让试点单位放

开胆子去闯，迈开步子去干。马克思说

过：“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

各级对试点不能求全责备，更不能好大

喜功，而应保护试点单位的积极性，鼓励

试点单位大胆探索、敢想敢干，试出新

意、闯出新路。

“ 一 朵 鲜 花 打 扮 不 出 美 丽 的 春

天，一个人先进总是单枪匹马，众人

先进才能移山填海。”各级应加大对

试点的总结评估，对证明行之有效的

经验做法，及时总结提炼、完善规范，

努力使“点上之花”结出“面上之果”，

真正发挥出试点对全局的示范、突

破、带动作用。

（作者单位：武警河南省总队）

莫把“苗圃”当“盆景”
■潘留军

长城论坛

某部官兵赶赴陌生地域参加演
习，到达宿营地后，大家第一时间将
所有帐篷搭建完毕，但因帐篷未对正
标齐而被要求立即拆掉重搭。费尽九
牛二虎之力达到要求后，阵地突传警
报，好几个战友还未来得及穿防弹
衣，便匆忙参加“战斗”。该部领导及
时纠治此类打仗意识不强的和平积

弊，教育引导官兵进一步向实战聚
焦，练强打仗本领。

这正是：
帐篷重搭为标齐，

费时费力又何必？

形式主义须根除，

瞄准战场除积弊。

马意东图 刘含钰文

俗话说，“话是开心锁”。做人为

官、处世交友，说什么话、怎么说话，大

有学问。很多人说话喜委婉，认为委婉

容易让人接受。其实有时候，说话直截

了当反而更好。

《围炉夜话》有云：“同人聚处，须多说

切直话，方见古风。”意思是说，在和别人

相处的时候，应当多说切实而正直的话，

这样才能体现古代圣贤宽厚质朴的风范。

明代御史张宽，性格耿直无偏私，敢

于向皇帝当面直谏。当时总兵石亨受英

宗朱祁镇器重，封为忠国公，他骄横跋

扈，结党营私，导致民怨沸腾。张宽不顾

个人安危和得失，向英宗上书，当面直陈

石亨的种种劣迹。有人问他：“子欲为

逄、为干耶？”夏朝的关龙逄、商朝的比干

都是直言进谏、无惧死亡的忠臣。张宽

答：“吾非能为逄、干，而同腐卉草非志

也。”正是张宽这种不愿与奸佞同流合污

的耿直性格，使他敢于向英宗上书直

言。而这次上书最终得罪了石亨，导致

张宽远贬海南，降职为安定县令。有人

问他：“无悔乎？”他正色道：“直言必直

气，直气必直心，蹇蹇匪躬，何悔之有？”

言为心声，直言者，心必清。张宽

之所以被贬降职也丝毫无悔，就是因为

他襟怀坦荡、毫无私心，即使因此受到

打击，也不改直言本色。而石亨也终因

权欲膨胀被英宗削官为民，治罪身死，

印证了张宽当初上书时所说的话。

“君子直言直行，不婉言而取富，不屈

行而取位。”直言常常不美，让人听之刺

耳，但往往包含真知，促人猛醒。正因为

直言之可贵，有识之士才会把直言者奉为

挚友。

《三国志·吴书》记载了这样一则故

事，吴国徐原“为人慷慨有才智，性忠诚

耿直”，经吕岱向朝廷推荐而为官，后官

至侍御史。吕岱偶有过错，徐原不仅当

面指出，甚至还当众评论。有人偷偷地

告诉吕岱，他感慨地说：“这就是我器重

徐原的原因啊！”后来徐原去世，吕岱伤

心地哭道：“以后还会有谁指出我的过失

呢！”徐原敢于直言上级的过失和吕岱乐

于接受批评的美德，被后人传为佳话。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然

而历史上，也不乏尸位素餐、唯唯诺诺的

官员。他们长于察言观色，揣摩心思，有

时明知有错也不敢说话。宋神宗时期的

宰相王圭，“以其上殿进呈,曰取圣旨；上

可否讫，云领圣旨；退谕禀事者,曰已得圣

旨也”，被时人讥为“三旨相公”。明成化

年间，宦官汪直专权，以万安、刘吉、刘珝

三人为首的内阁，一味“蒙耻固位”，遇事

除了喊“万岁”，没有半点主张，被人谑称

为“纸糊三阁老”。当时的吏部尚书尹

旻、户部尚书殷谦、礼部尚书周洪谟、兵

部尚书张鹏、刑部尚书张蓥、工部尚书刘

昭，也因怕招惹事端而缄口如瓶、不敢直

言，被讽为“泥塑六尚书”。这样的官员，

虽保全了一时的官位，却为百姓所不齿，

在史书上被人传为笑谈。

“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

言疾也。”尽管说“切直话”有时难免要

“唱黑脸”、得罪人，有时甚至遭到误解和

非议，但这是真心待人和帮人，是良好品

德和高尚情操的具体体现，最终也能经

受时间的检验、得到公正的评判。

“一言可以丧邦，一言可以兴邦，只

在公私之间尔。”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始

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形成了一种讲

真话讲实话的良好风气。早在延安时

期，毛泽东同志就在《反对自由主义》一

文中，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

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提

出严肃批评，实际上是对直言的提倡和

鼓励。陈毅元帅也曾写下“难得是诤

友,当面敢批评”的诗句。黄克诚同志

素以胸怀坦荡、敢于直言著称。无论身

居高位，还是身处逆境，他始终以捍卫

真理的勇气，坦率直言。即便一生九起

九落，也从不随波逐流。有诗赞曰：“党

内夸刚正，人推黄克诚。”他信守的原

则就是，出以公心，言不及私。

直言不易，直言难求。提倡“说切

直话”，并不是片面强调“一言不合就猛

批”，也不是反对说话讲艺术，而是倡导

以一种诚实的品格处世交友，不以甜言

蜜语、阿谀奉承为尚。有时，“切直话”

里，最能见人之真诚，最能知人是诤友。

切直话里见清心
■王 宁

玉渊潭

2018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同志诞

辰120周年纪念日。人们深切缅怀他的光

辉业绩、崇高风范和高尚品德，敬仰和感

佩他的公仆风采、为民情怀和群众观念。

刘少奇同志把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忠

实勤务员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时刻牵挂

着群众安危冷暖，对人民忠心耿耿、鞠躬

尽瘁。他说：“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

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

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

人民的心。”

1947年3月，刘少奇等带领队伍撤

离延安，向山西地区转移。一路上，他深

为晋西北人民生活的贫困所震惊，“许多

农民多年未制过衣服，一家八九口人共

穿一套烂衣服”。刘少奇告诫晋西北的

领导干部应该提高警觉，关心群众生活，

通过土地改革、发展生产等，尽快改变人

民的穷苦状态。他尖锐地指出：共产党

就是为人民办事的，“如果我们真是那样

无利于人民，我们自己就可以宣布取消

解散”。

刘少奇关心群众疾苦，体察群众冷

暖。在开滦煤矿，他深入井下察看工人

生产和安全情况；在大庆油田，他叮嘱干

部要注意解决工人生产生活困难；在东

北林区，他特地批准为林业工人解决棉

衣、胶鞋等劳保用品。他还特别注意从

政策和法规上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从根本上和全局上让更多的群众

受惠。

为彻底解决农民关心的土地问题，

他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

研究和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

案）》，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巨大的影响。

美国友人韩丁这样评价：“新发布的《土

地法大纲》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年
中国内战期间的作用，恰如林肯的《解放

黑奴宣言》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人口数量增

长很快，住房问题日益紧张。当时的政

策是国家全部包办而财力又不允许，群

众意见很大。刘少奇通过调研，建议组

织房屋合作社，由职工自己集资、公家帮

助来解决住房，并在株洲三三一厂进行

试验。后来，他不但把试点经验批给中

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还恳请《人民日

报》公开报道，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改革住

房制度的新办法。

1961年 4月 1日，按照毛泽东同志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刘少奇回

到了湖南，开始了为期 44天的农村调

查。第一站是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

生产队。刘少奇住在原生产队养猪场的

一间破旧空房，一张铺着稻草的旧木架

床、两张油漆剥落的方桌和四条长凳，是

他办公室兼卧室的全部家当。在天华大

队调研时，他解决了事关群众生活的公

共食堂、住房、粮食和山林等问题，还为

一批遭到不公正处理的基层干部恢复了

工作、为一起“饲养员破坏耕牛”的冤案

平了反。刘少奇的故乡之行，给乡亲们

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让人们从中看

到了一位共产党人体恤民情、心系群众

的精神和实事求是、有错必改的襟怀。

当下，一些党员干部在为群众办事

时，不是全心全意，而是半心半意、推三

阻四，甚至曾经没有来头不办事、不给

好处不办事，这都是官僚主义和特权思

想在作怪。对此，刘少奇多次借用古希

腊神话中安泰的故事来告诫党员干部：

“我们脱离了母亲——群众，就会同安

泰一样，随时可能被人勒死。”他还严肃

地指出：“现在我们有的同志已经变为

老爷，把人民群众当作仆人，自己还不

自觉。这是错误的。”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

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无论时代怎

么前进、社会如何变化，我们都不能忘了

“共产党就是为人民办事的”这个浅显而

又深刻的道理。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

山。人民军队必须始终把人民放在心

中，永远做人民利益的维护者，永远做人

民信赖、人民拥护、人民热爱的子弟兵。

正如一位诗人所说：“不要忘山乡水村的

那些母亲，不要忘一同睡过破炕席的兄

弟，也不要忘缝缝补补的姐妹情谊，他们

的烦恼和困难要多多深思。这是我们的

本色也是我们的来历，把它像石碑一样

刻在心里！”

共
产
党
就
是
为
人
民
办
事
的

■
辛
士
红

八一时评

近日，云南省楚雄州一名80后白

发干部意外走红网络。起初，他因头发

花白、照片与实际年龄差距较大而受到

网友质疑，经再三确认照片就是本人、

且出生日期确为1980年后，引发网友

感慨：基层工作真辛苦，基层干部真不

容易。

意外成为“网红”的这名干部本人，

在解释为何白发丛生后，说了这样一番

话：“基层干部不怕辛苦，不怕累，不怕没

时间休息，怕遭到误解，希望得到更多理

解和认同。”一句质朴的话语，道出了很

多基层干部的心声。

在部队一线，也有很多在艰苦地区、

偏远岗位摸爬滚打的基层干部，他们扎

根在海上孤岛、雪域高原，巡逻在林海雪

原、茫茫戈壁，面对难以想象的艰苦环

境，他们不讲条件，不求回报，默默坚

守。也许他们没有年纪轻轻就白发丛

生，但付出之大、牺牲之多，同样让人唏

嘘不已。前不久，一篇《寻找凌晨两点钟

的中尉》文章刷屏，就引起人们对基层干

部的关注和思考。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柴米油

盐醋，万事都缠身。”这是很多基层干部

工作的真实写照。基层一线千头万绪，

他们所处环境、条件、任务与很多其他岗

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很多人长期“五加

二”“白加黑”，“八小时之外”成了奢侈

品。工作之外，他们还处在“上有老、下

有小”这个特殊年龄段，面临绕不过去的

生活困难期和工作爬坡期，未婚干部找

对象难、照顾父母难，已婚干部家属就业

难、购买住房难、子女上学难……这些，

都需要各级党委和领导设身处地为他们

想一想，真情地关怀他们，尽力为他们分

忧解愁。

边远军营官兵喝上健康饮用水，岛

礁官兵吃上新鲜蔬菜，调整建立基层岗

位、艰苦边远地区津贴补贴……近年

来，从军委机关到各战区、军种，各级

对基层一线倾注大量心血，从具体事做

起、从细节关爱起，一系列服务基层的

举措相继落地，一连串暖心惠兵的政策

陆续出台，让基层干部真正感到工作有

劲头、岗位有盼头、日子有奔头。事实

证明，各级党委领导重视他们、关怀他

们、爱护他们，广大基层干部就会更加

发奋工作，就能激发活力、增强动力、

提升能力，有效助推战斗力跃升。

习主席强调指出，对广大基层干部

要充分理解、充分信任，格外关心、格外

爱护，多为他们办一些雪中送炭的事

情。各级应切实把基层干部放在心上，

多了解他们的现状、倾听他们的心声，帮

他们解决好后路后院后代问题，使他们

更加踏实安稳地投身工作，生发出实现

强军目标的强大动力。

刺目的白发呼唤认同和关爱
■刘德成

基层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