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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渊 潭

基层观澜

长城论坛

锐 评

长城瞭望

据调查了解，个别官兵为图方便，
通过微信群下发通知、安排工作，聊到
具体工作、敏感词汇时，则使用谐音或
字母替代相关内容以防泄密。这种看
似安全的“加密”方式，实则形同虚设，
很容易被破解导致失泄密事件发生。

这正是：
网络背后有黑手，

谐音加密留缺口。

防间保密无小事，

严守规定抓源头。

徐 勇文 周振腾图

“借着淡淡的月光，我看见排长

手里拿着一桶泡面和一个鸡腿，嘿嘿

一笑：‘生日快乐！’”一位战士退

伍多年后回忆起新兵生活仍然十分激

动：虽然没有蜡烛、没有蛋糕，这却

是我最难忘的一次生日。这种亲如兄

弟、亲密无间的战友情谊，让人感受

到了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强大力

量。

政治上完全平等，工作上团结互

助，生活上同甘共苦，战场上生死与

共，这种牢不可破的官兵关系，是我

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包含着中国革

命的成功”。迈入新时代，踏上新征

程，信息化建设按下快进键，“屏对

屏”让沟通更加便利深入，“键对

键”让交流更加温暖贴心；随着正风

肃纪的不断深入，打骂体罚、吃拿卡

要、“微腐败”等问题得到有效纠

治，交往更加纯洁，关系更加清爽。

过去那种情感相融、心灵相通的战友

情谊进一步浓郁，既“新”又“真”、

既“清”又“亲”的新型官兵关系、

兵兵关系正在形成。

但也要看到，“战友之歌”在一些

单位有点变味走调，不仅有“官离

兵”现象，还出现了“兵离官”“兵离

兵”等新情况，圈子化、刻板化、淡

漠化等倾向不同程度存在。有的工作

见面多、思想见面少，讲纪律规定

多、讲感情沟通少，批评指责多、鼓

励表扬少。一些带兵人讲，过去老兵

退伍时依依不舍、哭作一团，现在是

“你走我挥手”，像换岗“跳槽”一样

平淡；过去业余时间官兵围坐一团打

扑克、三三两两“侃大山”，现在一

有空就玩手机，“开黑”组局玩一把

“王者荣耀”成为生活常态，“同一屋

檐下、各自玩手机”，亲了微信圈，

远了战友圈。正如一位老政工所感

慨：“现在的年轻官兵，不像以前那

么好沟通。”

客观地讲，“00后”正渐渐成为兵

的主体，“90后”也越来越多成为带兵

人，习惯于用“表情包”“火星文”沟

通的两代人，都个性鲜明、讨厌说

教，一个不愿说，一个不愿听，上对

下缺乏了解，下对上缺乏信任，虽非

水火不容，但也难以心心相印。同

时，官兵成分、部队构成发生了新的

变化，过去可能只是城镇兵与农村兵

之间的差别，如今家庭出身、社会经

历、兴趣爱好、成长地域、文凭学历

等差异越来越大，一个连队就是一个

“小社会”；过去一个连队只有一两个

专业，现在可能是一个多专业合成的

“微型集团军”。“要素”多了，“联

合”难度自然就大了。

同时，正风反腐带来的追责问

责，让一些官兵担心被举报、被告

状，对原本属于正常的人际交往也一

律说“不”。对此，大家也很担心：

如果有人拿这个“说事”，这可能就

是个“事”。长此以往，官兵看似天

天面对面，实则是“最熟悉的陌生

人”，清而不亲、近而不暖，我对你

“不打不骂也不爱”，你对我“不远不

近也不亲”。

“欲谋胜敌，先谋人和。”军队是

要打仗的，战友情连着战斗力，良好

的内部关系是润滑油、黏合剂。平时

心有灵犀，战时心领神会；平时同甘

共苦，战时并肩作战；平时能掏心

窝，战时敢挡子弹；平时“上下一条

心”，战时“可与之俱死”。试想，没

有“七根火柴”的肝胆相照、“一个苹

果”的同生共死，如何激发一往无

前、敢打必胜的战斗精神，如何取得

屡胜强敌、屡克时艰的伟大胜利？

打不开“屏蔽门”，解不开“表情

包”，躲不开“果取关”，不是时代的

错，更不是战士的过，带兵人要时常

扪心自问：是否带兵育人不走心、知

名知姓不知心，是否保障权益不上

心、排忧解难不尽心，是否言行不一

少诚心、缺乏担当存怨心，是否冷漠

轻视不关心、交往不纯存私心？如果

这些“心结”解不开，只能是“知音

少，弦断无人听”，更谈不上思想常见

面了。

“如果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

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

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只有尽不到

的情，没有焐不热的心。无论是网上

还是网下，无论是课间还是业余，要

想让战士把问题说出来、把心思讲出

来、把隐情摆出来，带兵人就要拿出

热心、诚心和耐心，少一些摆摆样

子、走走过场，多一些推心置腹、掏

肝见胆，以“八两换半斤”，用“玛瑙

兑黄金”。如此这般，生活中愿意亮出

思想，战场上才能亮出后背，众志成

城、所向披靡。

（作者单位：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工作面对面，思想是否常见面？
■王任健

如何擦除思想上的“和平锈蚀”？

如何清除工作上的“和平套路”？如何

剔除能力上的“和平功夫”？如何扫除

风气上的“和平灰尘”？

有人说：打一仗就好了。

说得轻松，其实不然。战争这头怪

兽，早已用血淋淋的事实发出警示：真

正的战争，发生在战争之前。防备“狼

来了”的最佳方案，不是得过且过等

“狼”来，而是要真抓实备练硬胜战

本领。正如毛泽东所言：“要准备打

仗，准备没有坏处……你准备好了，敌

人就可能不敢来，它打来了也不怕，有

办法对付。”

不可否认，战争状态下，部队南征

北战、浴血奋战，往往能快速积累战斗

经验，快速提升作战本领。在战争中学

习战争，在打仗中学会打仗，也是我军

成长壮大的一条秘诀。五次“反围

剿”，万里长征路，抗击日寇，解放

战争，抗美援朝……一次次战役、一场

场战斗，使我军充满“谜一样的东方精

神”，成为“无法复制的军队”。

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先

胜而后求战”，必须做好万全准备，防

患于未然。我军很多大的战役，看似是

一锅“夹生饭”，实则做足了“磨刀

工”，打的不是“无把握之仗”。解放战

争前夕，我军及时进行“政治上打

靶”，扫除和平麻痹思想，而后调兵遣

将挺进东北，运筹帷幄奠定胜局。朝鲜

战争之前，中央军委就提前成立东北边

防军，加紧训练，以备不测。正因为

“备豫不虞”，我军才一仗仗打出了国威

军威，一次次创造了战争奇迹。

军不思战，国之大难。如果一支军

队忘战怠战、迷途迷向，疏于备战、荒

于训练，却信心满满、妄自尊大，一味

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用战争来

解决一切问题。那么，战争会让你明

白，一旦准备不足、仓促应战，最终只

能沦为败军之师、亡国之师。“开元盛

世”止于“安史之乱”，“东京梦华”碎

于“崖山一役”，“天朝大梦”断于“甲

午海战”……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教

训泣血，不可不鉴。

带“病”作战，军之大患。甲午战

争之前，清廷醉生梦死、苟且偷安，官

吏腐败、国力衰微，兄弟阋于墙、民众

如散沙。有人曾建议：“器械阵法，百不

如人，似未宜率尔从事。”但是当政者仍

心存侥幸，孤注一掷，以求通过打一仗

“翦彼凶焰，张国之威”。不备不虞，不

可以师。清军虽然“心有余”，豪气冲

天，怎奈“力不足”，一触即溃，最终兵

败黄海、千古遗恨。

“太平岁月最蹉跎。”和平时期的军

队缺乏忧患意识，似乎是必然规律，是

一道打不破的魔咒。实际上，和平犹如

硬币的两面，一方面难以“打一仗进一

步”，战斗力提升缓慢，容易滋生沉疴

积弊；但另一方面，也是难得的“战争

准备时期”，有足够的时间、大量的精

力，远眺天边变幻的风云，思考前方可

能的沟坎，前瞻谋划、革弊鼎新。

如今，我军已经几十年没有打仗

了，在和平环境的消磨下、在各种因素

的干扰下，一些同志渐渐被和平迷失了

双眼。有的沉醉于“享太平”，只见盛

世繁华，不见群狼环伺；有的热衷于

“过日子”，关注楼市多，关心战事少；

有的甘心当“旁观者”，备战打仗事不

关己、高高挂起。

如此这般，症状虽异，病因却同；

病得越久，病情愈重。“迨天之未阴

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天下虽

安，忘战必危。这些问题如果不被消灭

在“萌芽”状态，解决在战争来临之

前，就可能在未来战场上“生根发芽”。

“千万不能让战备训练成为花架

子，不能让军事斗争准备流于形式，不

能让能打仗、打胜仗成为一句空话。”

三军统帅的忧思关切，每一名官兵都应

刻骨铭记，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

绝不能“临上轿才扎耳朵眼”。把打仗

需要的“牌”准备好，把我们手中的

“剑”磨锋利，风雨来临时才能有备无

患，和平盛世才能如你所愿。

真
是
﹃
打
一
仗
就
好
了
﹄
吗

■
张
顺
亮

网上曾有这样一幅漫画：一位基层

干部被上级机关反复要材料折磨得几近

崩溃，一旁的同事还在催促：“同志醒醒，

还要电子版。”虽然讽刺意味过重，但并

非空穴来风。

针对报表多且乱、数出多门的现象，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解决形式

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

要求“不得随意要求基层填表报数、层层

报材料”。

“这方面要有个章法，把基层从提供

材料的忙乱中解放出来。”习主席对此也

进行过严厉批评：“不要为了图自己方

便，同样的材料反复要、次次要、年年要，

不要每个部门都去要同样的材料，不要

什么人都去要材料。”

报一份材料，填一张表格，并不是动

动嘴皮子那么简单，有的需要进行登记

统计，有的还要调查研究，占用大量时

间、耗费很多精力，让基层官兵疲于应

付、疲惫不堪。而且，有时不同部门要相

同的材料，有的材料还要得非常急，“早

晨栽下树，到晚要乘凉”。

“反复要”的结果就是，基层不得不

闭门造车、凑数造表，甚至移花接木、弄

虚作假，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歪

风。正如毛泽东当年所指出的：“横直就

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

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

当然，机关为了掌握基层的具体和

动态情况，有一些材料和数据是必须要

掌握的。但有一些内容，已经多次统计

过且短时间内不会有太大变化，完全可

以“复制”过来。而且，现在是大数据时

代，各部门之间能够通过数据库实现资

源共享，大可不必同样的材料你要我也

要，导致上面乱忙、下面忙乱。

过去我们讲“上面千条线，基层一

根针”，现在基层官兵说“上面千把锤、

下面一根钉”。基层工作本来就千头万

绪，如果机关每条“线”都往基层这根

“针”里穿，每把“锤”都往基层这颗“钉”

上敲，那么基层就算是一台缝纫机也转

不过来，就算是一颗钢钉也经不起这般

敲打。

“整天忙着上报材料，哪有精力去抓

落实？”基层是部队建设的神经末端，是

一切战斗力生成的基础。反复向基层要

材料，官兵不得不忙于“多务、他务、奇

务”，与“第一要务”挤跑道、争时间、抢资

源，必将贻害基层风气，损害官兵士气，

影响部队战力。

“反复要”的病根在机关。治疗这种

“病”其实并不难，关键是要拿起战斗力

标准这把钢尺，时常量一量、看一看，与

“战”无关的文电、通知、检查要坚决卡

住，下决心斩断那些反复伸向基层的“五

多”之手，切实让基层官兵心无旁骛地研

战、谋战、练战。

（作者单位：武警云南总队）

同样的材料不能反复要
■仲生瑾

马三立有一段单口相声《家传秘

方》，说有一个人皮肤瘙痒，花钱买了一

方子。回家打开三十多层包装纸，一看

就两个字：“挠挠”。

的确，某处痒了，伸手挠挠，是很舒

服的。可是，官场之中，拍马屁、戴高帽

者常有，大忽悠、抬轿子者也不在少数。

如果被人“挠”到痒处，切莫恣意享受，

暗自沉醉。这，可能是一个圈套，也可能

是一个陷阱。

“挠痒痒”是分水准的。有的指法不

精，力道过大，让人感觉太明显，甚至一

下就能感觉出来。《谷山笔麈》中就讲了

两个低俗的谄媚小人。一个是得到蔡京

援引的薛昂，“举家为京避讳，或误及

之，辄加笞责，己尝误及，即自批其口”。

另一个是张居正在位时的朱御史，为给

病中的宰相祈祷，“至于马上首顶香盒

驰诣寺观”，甚至大骂奉上牛羊肉的官

吏：“不闻吾为相公斋耶？奈何以肉食馈

我！”谄得如此露骨，让人作呕，怎奈旧

时官场歪风盛行，有人且享用不尽。

然而，官场中有一些老油子，“挠”

的手法老道，拿捏精准，指法细腻，老谋

深算，让人舒服而不自觉。乾隆南巡时，

住宿的苏州灵岩寺内有一棵古梅“大逾

合抱”，此时“正繁花似雪”。乾隆“摩挲

爱惜”之际，内大臣察尔奔泰“忽拔佩刀

作欲斫状”。乾隆大惊，止之问其因，察

伏地奏曰：“恨其不生于京师圆明园，致

圣主有跋涉江湖之险也。”一个“状”字，

可谓神来之笔。察尔奔泰先引起乾隆大

惊，再借机言事，做足了冠冕堂皇背后

的文章，不愧为“挠中高手”。讽刺的是，

后来其竟以善谏之名，“乃大著于世”。

痒痒挠得好的，往往是在不知不觉

中进行、在悄无声息中完成，如同“温水

煮青蛙”，让人感觉温暖舒适而恬不为

意，即便是那些贤臣名相，有时也难以

察觉、无法自拔。曾国藩可谓一代名臣，

阅人无数，见多识广。然而，一日有个客

人来见，曾见其“衣冠古朴，而理论甚

警”，并听其谈当世人物：“胡润芝办事

精明，人不能欺；左季高执法如山，人不

敢欺；公虚怀若谷，爱才如命，而又待人

以诚，感人以德，非二公可同日语，令人

不忍欺。”

“令人不忍欺”，这五个字恰当恳

切，真是“挠”到了曾国藩的痒处。于是，

公大悦，留之营中，款为上宾，旋授以巨

金，托其代购军火，结果此人得金后，

“一去不复返”。得知上当，曾国藩捶胸

顿足重复骗子的话。一个动作一句话，

非常令人玩味。是恼怒？是悔恨？是自

嘲？是哭笑不得？总之，“令人不忍欺”者

之所以被欺，还不是因为被人挠到了脚

心、戴上了高帽，酒不醉人人自醉。

无独有偶。《大唐新语》记载，李世

民称赞一棵树，宇文士及便顺杆儿爬，

但“美之不容口”，附和过了头，引起了

太宗反感。宇文士及脑子转得快，立即

开始自救，伏地叩头曰：“南衙群臣，面

折廷诤，陛下常不举首。今臣幸在左右，

若不少顺从，陛下虽贵为天子，复何聊

乎？”巧言令色一番话，几句话使原本清

醒的太宗，又被忽悠得迷迷糊糊了。

“党内不准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

阿谀奉承。”我们党历来反对“挠痒痒”

那一套，反复强调要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

矩的上下级关系。然而，个别同志为了

结“人缘”、拉关系、谋好处，善于察言观

色、揣摩意图，精于逢迎拍马、卑躬屈

膝，挖空心思赔笑脸、练巧嘴、缩媚骨，

溢美之词挂在嘴边，糖衣炮弹随时奉

上，让人身处其中而不自知。

“阿谀奉承的傻瓜带来的危害，将

比100个敌人还要大。”彭德怀的告诫绝

非危言耸听。“挠痒痒”看似是无关痛痒

的癣疥之疾，久而久之就会成为暗疮脓

包，不但掩盖了矛盾、回避了问题，还腐

蚀党性原则，庸俗党内关系，破坏政治

生态，严重损害党和军队的形象。

“巧言令色，鲜也。”要想被人挠到

痒处而不自醉，就要时刻保持一颗清

醒的头脑，既防“上有所好”，也防“下

之所欲”，正确认识自己，不贪虚名、不

图虚声；冷静面对佞人，认清本质，坚

决抵制。只要人人坚持党员标准和君

子风骨，“痒痒挠”就没有用武之地，谄

媚者就没有生存空间，党风政风就会

为之一新。

（作者单位：青岛警备区）

挠到痒处莫自醉
■刘云峰

每逢迎检或评比，不少连队就清柜

子、腾位子、收被子，把个人物品“格

式化”，把宿舍做成“样板间”。除此之

外，诸如空电脑、空手机、空桌子等

“空壳子”现象，也并不少见。

内务如何设置，条令条例都有明确

要求，只要合乎规定就行。但个别单位

为了“高标准”迎检，本着“多一物不

如少一物”的原则，要求垃圾桶中无垃

圾、杂物柜中无杂物、学习桌上无书

籍，所有东西都要往行李箱里塞、朝储

物室中藏，手机恢复出厂状态、电脑一

律清空。

表面功夫不是真功夫。迎检要求

“格式化”，这不利于战备训练，也不便

于官兵工作、学习、生活，还违反了相

关规定。同时，还有违检查评比的初

衷，非但发现不了问题，还会劳民伤财

耗时，助长形式主义歪风，妨碍基层规

范化建设，必须及时纠正。

这些单位之所以热衷于“格式

化”，一方面是想在评比中得高分，另

一方面是怕检查丢分被通报。这就要

求机关必须鲜明立起检查评比的正确

导向，不简单以分数定优劣、以表面

代全面，而要着力做好“下篇文章”。

基层也要端正工作指导思想，不能只

重“面子”、不重“里子”，只重“评

时”、不重“平时”，切实把心思用在

练兵备战上。

迎检不必“格式化”
■崔 旭 李剑峰

训练场上强调队列动作、野战指挥

所追求设施高大全、实弹射击由专人校

枪……对于这些一度习以为常的做法，

一位敢于较真的旅长坚决说“不”：军

队是要打仗的，这些习惯“惯不得”，

否则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积习成性、司空见惯，是谓习

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是习惯。好

的习惯，一辈子受用；坏的习惯，迟

早要吃亏。对于一名军人来讲，能否

养成令行禁止、一丝不苟、严抠细训

等好作风、好习惯，不仅关乎军事训

练质量、部队战斗力建设，甚至可能

影响未来战争胜负。

然而，在平时的工作、生活、训

练中，一些官兵养成了诸如上述的不

良习惯，而且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习惯若不是最好的仆人，便是最差的

主人。”战场是最严厉的评判师，这些

坏习惯如不及时纠正，必将埋下隐

患，带来祸患。

“行如平原走马，易放难追。”坏习

惯尽管易生难改，但别无他法，必须痛

下决心。改掉一个习惯比养成一个习惯

难得多，只有保持锲而不舍的精神、一

抓到底的狠劲，从平时做起，从点滴改

起，习与性成，化随教行，才能改掉坏

习惯，养成好习惯。

有些习惯“惯不得”
■王迎春 徐翊展

特别策划：新时代“基层建设十问”之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