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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谈训论战

基层观澜

玉 渊 潭

长城论坛

“长征中能活下来的有多少人？红

军战士靠的是什么？图的是什么呢？”

前不久，习主席在推动中部崛起工作座

谈会上，一连问了3个问题。这是奋斗

之问、信念之问，更是初心之问，直指人

心、发人深省。

“我来这里也是想让全国人民都知

道，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全中国人民

也要不忘初心……”从滹沱河畔到宝塔

山上，从遵义古城到沂蒙老区，从井冈

山到西柏坡，从一大会址到南湖红船，

习主席的“红色足迹”遍布各个革命老

区，折射的是一位大国大党领袖对党史

的铭记、对先辈的缅怀、对初心的执着。

前行不忘来时路，初心不改梦归

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8年、执政70

年之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在全党自上而下全面展开。这是一

次跨越百年的历史回望，也是一次对共

产党人初心的重温与感悟，传递着世界

最大执政党对初心使命的坚持、对理想

信念的坚守、对目标任务的坚信，正如

习主席反复强调的：“走得再远、走到再

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欲事立，须是心立。”初心，简而

言之就是最初的心愿。不忘初心，方

得始终。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是“联系

人民群众的党”，与人民“天生就是一

家人”，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党之

所以把初心始终置于心中最高位置，

是因为初心连着党的宗旨、反映政治

属性、体现价值追求、彰显党员本色。

这是千万人为之追求、为之奋斗、为之

牺牲的梦想，也是激励共产党人不断

前行的根本动力。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

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

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

标前进。”千变万变，党的初心永不变。

从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到热火朝天的

建设年代，再到波澜壮阔的改革时期，

中国共产党人将初心铭记在心、使命担

当在肩，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忠贞不

渝、义无反顾。正如一部中共“创业史”

动漫所描述的：几十人的团队，资本金

接近于 0，却因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一脉相承、一以贯之，“当年的那

艘小船，一不小心开成航母了”。

有哲人说，如果人生有“如果”，世

界上一半以上的人都会成为伟人。在

共产党人的字典里，没有“如果”二字，

只有不变的初心、永恒的使命。无论是

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的张富清，还是守

岛卫国、默默奉献的王继才；无论是逐

梦海天的张超，还是血洒雷场的杜富

国；无论是太行山上新愚公李保国，还

是雪域高原播种者钟扬……无数优秀

共产党员或走向大漠戈壁，或走向荒凉

孤岛，或走向危难现场，以生命赴使命、

用热血写忠诚，生命逝去，坚定不移的

信仰没有远去；时代巨变，追逐梦想的

初心没有改变。

“在这个时刻开展这次主题教育，

正当其时。”这是一个什么“时刻”？回

头望，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风雨，因初

心不改而朝气蓬勃；向前看，迈向伟大

复兴，因矢志不渝而一往无前。同时也

要清醒看到，环顾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风起云涌，波谲云诡；审视国内，船

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历史

中有属于未来的东西。越到关键时刻，

越要饮水思源，回望初心、坚定信心，重

整行装再出发。如果淡忘了初心，党就

会失去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就

会迷失方向，也不可能战胜这样那样的

困难和挑战。

唐宣宗年间的宰相、魏征的四世孙

魏扶到年轻时考科举的贡院故地重游

时，不禁感慨：“曾是当年辛苦地，不将

今日负初心。”此初心当然完全异于党

的初心，但这种不负初心的意识今天仍

然值得肯定。面对世情国情军情的深

刻变化，面对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时代

要求，历史机遇不能错过，困难挑战不

容回避。我们只有以这次主题教育为

契机，焕发初心不改、信仰弥坚的政治

品格，培育至诚奉献、为民造福的高尚

情操，抖擞担当作为、攻坚克难的奋斗

精神，才能创造出属于新时代的不凡业

绩，不辜负人民的重托，无愧于历史的

选择。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频率最高的

留言是“初心”。中南海新华门内，“为

人民服务”五个金色大字熠熠闪光。这

也启示和激励我们，从梦想起航到筑梦

领航，中国共产党人唯有不忘初心，方

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

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初心如磐，百年大党的精神密码
—牢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①

■张顺亮

近读一则题为《千里马变废马》的短

文，颇受启迪。

马市中有一匹卓尔不群的千里马，

一直在等待自己的伯乐。有商人、信差、

士兵相继前来挑选，都被千里马以各种

理由拒绝。待等到心仪的钦差大臣时，

却因安逸久了而跑不起来被抛弃。最

终，被卖给了农夫去拉磨。

这样的“千里马”，工作中并不鲜

见。个别刚毕业的年轻干部，“硬件”是

不错的。学历高，基本是本科，有的还是

研究生、博士生；活力足，风华正茂，拼劲

十足，善于学习；眼界宽，知识面广，头脑

灵活，敢说敢干。应该说，这些干部具备

了“千里马”的潜质。

但是，干部成长是有规律的，“宰相

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没有捷

径可走，“经风雨、见世面才能壮筋骨、长

才干”。大多数干部的成长成才经历也

表明，多经事方能成大事，犯其难方能图

其远。如同一棵树苗，经历风吹、日晒、

雨淋等挑战，才能长成参天大树；一名干

部，经受困难、挫折、风险等考验，才能增

长真实才干。

一位优秀年轻排长谈起自己成长成

才的心得体会时，只说了3个字：“不挑

活”。的确，年轻干部从事的多是具体

的、繁琐的、基础的工作，“存在感”不强，

“价值感”较弱。这就需要从零做起，志

不求易、事不避难，不弃微末、不舍寸功，

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断提升个人的视

野、能力与境界。这是能力之来源，也是

成事之阶梯。

然而，个别同志没有认识到，利刃须

在石上磨，人才须在事上练，高学历不等

于高能力，有想法不等于有办法。有的

不愿做“地平线”以下的工作，目高于顶、

挑肥拣瘦，总觉得自己一身才华，迟早会

遇到伯乐，一飞冲天。有的不愿接“烫手

山芋”，不愿当“热锅蚂蚁”，庸碌无为、得

过且过。最终，江郎才尽，泯然众人矣，

沦为一匹“废马”。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

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又到一

年毕业季，大多数新学员将带着梦想奔

赴新的工作岗位。梦想成真离不开艰苦

磨砺。把基层实践当作最好的课堂，端

正心态、放低姿态，深入一线、融入官兵，

打拼、碰壁，总结、提高，再前进，这样不

仅能战胜困难，也将战胜自己，成就多彩

事业与出彩人生。

“路不险则无以知马之良，任不重

则无以知人之德。”年轻官兵只要荡

涤书生气、锤炼老成心，磨出真功夫、

练出大格局，就一定能够成为强军征

途上的“千里马”。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

院）

从“不挑活”做起
■赵士夯

《了凡四训》中有一句话：“拥千金

者值千金。”意思是说，你自己值多少，

就能得到多少。仔细品来，个中意味深

长，启人心智。

千金者，可以是潇洒，“天生我材必

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可以是时间，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可以是诚信，“得黄金百两，不如得季布

一诺”；可以是人才，“千金买马骨，百里

换羊皮”；可以是生命，“人命至重，有贵

千金”。

其实，千金是什么，关键在于一个

人的内心，你把什么看得最重，“千金”

便是什么。有时候，在你眼里千金难买

的物件，在别人眼里可能一文不值；在

别人眼里轻如鸿毛的东西，在你这里可

能重如泰山。这取决于一个人的修养

与雅趣，还有人品与官德。

《韩非子·喻老》中记载，宋国有

个边城小民得到一块璞玉献给大夫

子罕，子罕不肯接受。这位小民说：

“此宝也，宜为君子器，不宜为细人

用。”子罕却说：“尔以玉为宝，我以不

受子玉为宝。”小民与子罕的差距，看

起来是一块璞玉，其实是对待璞玉的

态度，说到底是人生观、价值观的不

同。

《珊瑚钩诗话》里也讲，唐初军事家

李靖镇守南徐时，“甘露寺僧有戒行，公

赠以方竹杖，出大宛国，盖公所宝也”。

可是，等李靖再次来寺院并问起方竹杖

时，僧人曰：“已规圆而漆之矣。”李靖听

罢，“嗟惋弥日”。

李靖为什么“嗟惋”？因为方竹少

见，物以稀为贵；又来自交通极为不便

的 大 宛 国 ，很 难 得 ，故 李 靖 视 之 为

“宝”。然而，在僧人们眼里，方竹杖跟

普通的竹竿儿没什么两样。在这里，李

靖犯了一个错误：有戒行的和尚，不一

定有文化修养和高雅情趣。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从

某种意义上讲，拥千金者值千金之

“值”，便是“得”。一个人在内心“种”

下什么，最终便会收获什么。“五柳先

生”陶渊明，追求“闲静少言，不慕荣

利”。读书，“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喝酒，“造饮辄尽，期在必醉”；住宿，

“环堵萧然，不蔽风日”；衣食，“短褐穿

结，箪瓢屡空”。正因为“不戚戚于贫

贱，不汲汲于富贵”，随性自然、放达不

羁，最终留下“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一

世英名。

但在一些人眼里，“千金”就是钱

财，视之如宝、爱之如命，一门心思想

着升官发财。《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记

载：“宋吴伯举守姑苏，蔡京一见大

喜。入相首荐其才，三迁中书舍人。

后以忤京落职，知扬州。客或有以为

言者，京曰：‘既做官，又要做好人，两

者可兼得耶？’”最后骂道：“此真丧心

病狂之语。”

蔡京之语是其发迹的经验之谈，也

道出了旧时贪官污吏一直心照不宣、谁

也不愿说出的秘密。这种人以权谋私、

贪赃枉法，也许会有一时之“得”，但这

是缺“德”之“得”，虽得逞一时、风光一

阵，但迟早会受到法律的审判和惩处，

受到道德的谴责和唾弃。“德不配位，必

有灾殃。”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六贼”，没

有一个有好下场的。

江西铅山县有一座“白菜碑”，碑

上一株大白菜为明代铅山县令笪继良

所绘，其上题词：“为民父母，不可不

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

对于共产党员来讲，“千金”就是百

姓，就是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

民心者失天下。”只有以人民为中心、

以百姓之心为心，同人民风雨同舟、

血脉相通、生死与共，与百姓心心相

印、同甘共苦、团结奋斗，才能战胜一

切困难和风险。

孙思邈在其经典著作《千金方》中

提出“息心”，讲究“半醉酒，独自宿，

软枕头，暖盖足”。其实，最重要的还

是“勿想杂念”。如今党风政风民风

不断向好，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深悟

“拥千金者值千金”的道理，经常打扫

心灵卫生，时常清理思想灰尘，始终

保持一颗对人民的赤诚心、对事业的

进取心、对利益的平常心、对法纪的

敬畏心，方能收获千金不换的政绩与

赞誉。

（作者单位：92735部队）

拥千金者值千金
■孙学占

近段时间，一则消息振奋人心：面

对美国的“极限施压”，华为海思从默

默无闻的“备胎”，一夜之间成为街知

巷闻的企业品牌。

从网上热传的公开信可以看出，

华为早在多年前就做出“所有美国的

先进芯片和技术将不可获得”的极限

生存假设，并为此走上了“科技史上最

为悲壮的长征”。正是华为超前的“极

限准备”，才有了今天的“闲庭信步”。

战场如商场，这也深刻警示我们：

只有抓紧抓实平时的极限训练，才能

应对未来战场上的极限挑战。

前不久，习主席来到陆军步兵学

院极限训练场，观看了阻绝墙跳水、翻

越懒人梯、跨越步步高、翻越高墙、攀

爬云梯、攀越高空荡木桥、扛圆木等训

练。学员们摸爬滚打一身泥水，迎着

障碍一往无前，生龙活虎、喊声震天，

习主席看了非常高兴，频频驻足询问，

多次鼓掌勉励。这是对全军官兵的殷

切期待，也是对极限训练的充分肯定。

“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

的一种暴力行为。”战场较量你死我

活，处处充满极限挑战。两万五千里

长征，红军将士爬雪山、过草地，突破

腊子口、飞夺泸定桥，无粮、无衣、无

药，每天都在挑战极限、超越极限。粟

裕在战争中多次负伤动手术，解放后

有人问：“你开刀用什么麻药？”粟裕回

答：“麻绳就是麻药。”意思是让战士用

麻绳把人捆在板凳上，硬生生咬牙挺

过来。挑战体能极限、生理极限、心理

极限、意志极限，在血火战场上可谓家

常便饭。

俗话说：艺高人胆大。战争是勇

敢者、挑战者的游戏，极限能力往往是

逼出来的。训练是未来战争的预演。

沙场对决的结果，往往取决于沙场练

兵的效果。欲得其上，必求上上。平

时追求极致、超越极限、挑战自我，战

时才能“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

后生”。没有高难度，就没有高能力。

平时不逼到绝境、难到极致，不练就一

剑封喉的绝招、一击制胜的高招，战时

就难以从容应对、克敌制胜。

“练兵若难，进军就易；练兵若

易，进军就难。”随着我军实战化训练

的不断深入深化，“极限”成为各种训

练、演习、竞赛、拉动的关键词。新修

订的军事训练大纲，除规定的必要安

全限制外，提高了训练难度强度，强

调把技能练到极致、武器用到极致。

在这一“指挥棒”的指引下，“魔鬼周”

训练、“金飞镖”竞赛、“跨越”“火力”

系列演习、特种兵比武等不断向极限

发起冲击，一个个禁区被突破，一次

次纪录被刷新，提升了实战水平，拓

展了战场空间。

“战争只会舍弃胆怯的人而不是

勇敢的人”。未来战场的对抗更加激

烈、环境更加复杂、对手更加强悍、转

换更加频繁，“训练的设计者对战争的

残酷性已不抱任何幻想”。我们唯一

能做的，就是摒弃训练中的一厢情愿、

一突就破、一打就胜，多设疑摆难、设

虚摆险、设危摆残，以极限训练应对极

限挑战，以极限准备冲破极限施压。

“只要练不死，就往死里练”“努

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等

口号，看似残酷无情，实则是对战争

最好的准备、对官兵最大的关爱。胜

利从来偏爱千锤百炼的军人。只有

每一名官兵都把“自己视野的极限，

当作世界的极限”，敢于打破禁锢、勇

于挑战禁区，跨越临界点、突破极限

值，冲着极限练、练出绝招来，才能实

现作战效能的最大释放、作战能力的

最大提升。

“一切皆有可能，人类没有极限”。

也许，没有人知道未来战场的极限在哪

里，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战场没有

规则，当极限不再成为“极限”时，胜战

的脚步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以
极
限
训
练
应
对
极
限
挑
战

■
徐

军

“带父母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身

体检查”“穿着军装与爸妈照一张全家

福”……某部开展“知恩、感恩、报恩”

教育活动，要求探亲休假人员尽力完

成“亲情任务”，做到在部队尽忠、回到

家尽孝。

军人是牺牲奉献的职业，“常回家

看看”是一种奢望，“舍小家为大家”是

常有的事。尤其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老

人病重不能照料，妻子临产无暇顾及，

甚至亲人病故无法送别，留下不少终生

遗憾。张爱萍将军常年征战在外，晚年

思念亡母，怅然而叹：“幼时家贫，母亲

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只好请人按照

大姐模样画了张像，挂在床头聊解思念

之痛。这种无奈与痛楚，很多军人都经

历过承受过。

但是，“忠孝两难全”，并不代表

“不能两全”。随着新条令的颁布实

施，军人休假制度更加完善，军属来

队探望更加便捷，“军旅固然有特殊

性，但‘孝理’是共通的”正在成为导

向和共识。可以说，“忠孝两全”这一

自古难题，在新时代变得越来越容易

实现。

但是，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个

别官兵探亲休假期间，不顾亲人的感

受，恣意放纵自己。有的会同学访朋

友，聚餐喝酒，打牌K歌，铺张浪费；

有的沉迷游戏，通宵达旦，虚度光阴；

有的独自游山玩水，十天半月不见

人。如此这般，探亲不陪亲，休假不

休心，不仅使自己身体透支，也让父

母感到寒心，有的甚至违反纪律规

定。

我们常讲，家国天下。家是最小

国，国是千万家。家与国，是一条双

向流动的河，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

整体。孝老爱亲、尊老敬老是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中的“孝德”，也是培

养“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有品德”

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懂得感恩父

母的人，才会更加珍惜战友情谊、集

体荣誉；只有懂得感念亲情的人，才

能把家庭温暖升华为爱党报国的情

感力量，更好地肩负职责使命、担当

强军重任。

一位士官休假时在朋友圈写道：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不要忘记给

家人一个拥抱，给自己一个慰藉。”广

大官兵或为人子、或为人妻、或为人

夫、或为人父、或为人母，是部队的生

力军，更是家中的顶梁柱。人在军旅，

聚少离多，平时“横戈马上行”，难得

“回家半日闲”，一定要像歌中唱的那

样“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

情向爸爸谈谈”，孝敬老人，陪陪孩子，

切实用真心、真情、真行，换来亲人的

舒心、安心、欢心。

（作者单位：31627部队）

探亲要陪亲 休假要休心
■周 辉

调研中了解到，个别单位在建设
军史馆、荣誉室过程中，只注重对曾经
的荣誉、成就、经验等进行搜集整理，
对过去的问题、教训、不足等却鲜有提
及。这不利于官兵全面了解单位历
史，从正反两个方面接受教育。

这正是：
革命传统励兵心，

红色历史根源深。

荣誉教训客观讲，

铸魂聚气谋强军。

贾烜铭文 周振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