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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忠是天地间的至理至

德，是评价人们行为的重要准则。中

华民族历来讲求忠诚、崇尚忠诚，把

忠诚作为一种品德，一种责任，一种

信仰。屈原、岳飞、文天祥等人，之

所以从古到今广受尊崇和赞誉，与他

们具有忠诚的崇高品质是分不开的。

“天下至德，莫大乎忠”。忠诚

品质，在华夏 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

始终熠熠生辉，成为中华民族精神

脊梁的重要标识之一。尧曾问舜：

“我欲致天下，为之奈何？”舜对曰：

“执一无失，行微无怠，忠信无倦，

而天下自来。”东汉经学家马融在

《忠经》 中说：“天之所覆，地之所

载，人之所覆，莫大乎忠。”诸葛亮

有言：“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

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故良将守

之，志立而名扬。”

不论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国家，

也不论是一个政党还是一支军队，都

需要忠诚，都呼唤忠诚。“忠而能

仁，则国德彰；忠而能智，则国政

举；忠而能勇，则国难清，故虽有其

能，必曰忠而成也。”孙中山先生做

过这样的论述：“我们做一件事，总

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

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

这便是忠。”

中国共产党人把忠诚从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的至理提升到了新的境

界。把忠诚放在第一位，是我党我军

的红色基因、光荣传统。1929年 12

月召开的古田会议将“忠实”规定为

新分子入党的五项条件之一。毛泽东

把忠诚老实放在干部标准的第一位，

早在1939年就强调，“如果做事不忠

实，那‘知’只是言而无信，仁只是

假仁，勇只是白勇”。1949年 9月，

邓小平同志在《论忠诚与老实》的报

告中指出：“‘忠诚’就是将全部真

情率直而老实地向党坦白出来，就是

要忠实于党的事业，忠实于人民的事

业。”我党我军历史上的英雄模范，

都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他们心怀

忠诚，舍生忘死，公而忘私。夏明翰

就义前从容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

主义真”，杨匏安面对反动派的威逼

利诱斩钉截铁地回答“死可以，变节

不行”……全国有370多万共产党员

为中国革命胜利英勇牺牲。新中国成

立后，从邱少云、黄继光、雷锋、王

进喜、焦裕禄，到杨善洲、林俊德、

张超等，都是一腔赤胆，无限忠诚，

展现了把党和人民的利益高高举过头

顶的崇高追求。

习主席强调：“领导干部要忠诚

干净担当，忠诚始终是第一位的。”

时代在变，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不会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在“四大考验”“四种危险”

面前，我们必须始终把忠诚放在第一

位，以“我将无我”的境界，义无反

顾地投身于强国强军的伟大事业。

忠诚，离不开信仰的坚强支撑。心

中有信仰，眼里有方向，脚下有力量。

我们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

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用蕴

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改造客观世界，坚定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信念，对共产主义的信心，

始终保持一颗对党忠诚的赤子之心，

坚决听党话、跟党走。

忠诚，离不开美德的滋润涵养。

若忠诚为树之干，则品德为其根，忠

诚需要良好品德的滋润涵养。学以增

德，“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

乐之者”，博学纵览，不断深化忠诚的

认知。省以修德，做到“吾日三省吾

身”，在总结、反思、矫正中不断把正

忠诚的方向。慎独慎微，不因善小而不

为，不因恶小而为之，明大德、守公

德、严私德，不断提升忠诚的纯度。

忠诚，离不开实践的磨砺考验。

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

斗争中经风雨、长才干、见世面，是

培育忠诚的必由之路。必须敢于担

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

中主动作为，锤炼党性，提高能力，

努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

格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敢于斗争，面

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

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

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

气敢于坚决斗争。主动经受吃劲岗位

的磨炼，在难事急事乃至“热锅上蚂

蚁”一样的经历中经受摔打，始终不

渝地保持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作者单位：69246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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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坚车
能载重，渡河不如舟。”每个人都有所
长，也有所短。《资治通鉴》云，“君子
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实际工作中，
我们要注重用人所长、避其所短。

用人所长有利于调动积极性。每个
人都有展现自己才能、服务社会的欲望
和本能，并从中收获个人的成功和他人
认可。马克思所说“劳动带来的快
乐”，正是源于此理。由于是在自己擅
长的领域，不断的正反馈使人们因为工
作带来的成就而快乐，真正把“要我
做”变成“我要做”，从而为我们的事
业注入永不枯竭的动力，形成人事相长
的良性循环。

用人所长有利于挖掘潜能。每个
人都有一定的潜能，需要有效地激
发，方能成为现实的才能。秦末战争
时，韩信曾因不得志而违反军纪逃
跑，后来萧何慧眼识英雄，力荐他带
兵出征，使其将帅之才得以展现，立
下不世军功。因此，在人才的潜质开

始显露的时候，就要为其提供展示的
机会和平台，让宝贵潜能无限迸发。

用人所长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源效
能。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
同样的工作时间，人们在自己擅长的工
作上将产生更大的价值，因此根据比较
优势进行分工合作才能最大化工作效
率。人才资源是强军兴军事业最宝贵的
第一资源，只有让每个人把自己的最大
特长、最大优势发挥出来，才能汇聚成
推进事业的强大力量。
“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用人

所长，需要组织和领导在知人善任上下
功夫。全面细致观察每个官兵，了解他
们的特点特长，注重结合岗位任务发掘
人才。公道客观评价每个官兵，完善赏
罚分明的激励机制，鼓励官兵展现才
华。用好用足人事政策，结合使命任务
用人所长，把最合适的人安排到最需要
的岗位上。用人所长，还需要我们每名
官兵，不负使命重托，充分发挥自身优
长，在勇于挑战极限中激发潜力，在广
泛学习借鉴中提升素质，做强军兴军事
业的搏击者、实干家、弄潮儿。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

作研究院）

用人所长益处多
■陈 思

党风廉政建设大量的工作，是监
督的工作，是防止人犯错误，防止由
小错误变成大错误的工作。而日常生
活中“拉拉袖子”是对腐败问题及早
干预，阻断其积累、爆发进程的常态
化手段。

在安全管理领域，特别注重“拉
拉袖子”式的防范防控。德国飞机涡
轮机的发明者帕布斯·海恩经过不断
探索求证，从大量航空发动机的维护
实践活动中，总结出著名的海恩法
则。这一法则立足全时段、全要素，
运用统计学原理，对隐患、征候等前
兆性、苗头性问题的“蝴蝶效应”及
其作用机理作了充分说明：每一起严
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 29次轻微事故
和 300起未遂先兆以及 1000起事故隐
患。海恩法则以其科学严谨的事故预
防思想，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生产、管
理，尤其是安全管理领域。它所体现
的量变与质变、制度与人心多维度的
辩证关系，为我们前瞻性地预防腐败
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

用好“极限思维”方法，阻断腐
败由量到质的嬗变过程。根据海恩法

则，任何重大问题和事故的发生并非
偶然，均有先兆和征候。在偶然性背
后，是大量先兆和征候被漠视，进而
导致隐患、差错不断积累且得不到纠
正，最终由量变引发质变的必然规
律。运用极限思维分析已经发生的很
多腐败案例，可以发现，从好干部演
变为“大老虎”，也是有先兆和征候
的，甚至有明显的“炸点”，阻断任
何一个关节点，都能够中止腐败进
程。我们通过“拉拉袖子”所消除的
任何一个“微腐败”问题，都有可能
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只
要质变还未发生，“拉拉袖子”始终
为时不晚。

用好“前置稀释”原理，延长腐
败由量到质的嬗变时间。海恩法则告
诉我们，尽管各个系统、各级组织的
容错率是相对固定的，但仍然可以通
过监管前置，将发现问题的时间点提
前，从而为解决问题、确保安全赢得
宝贵的时间。“拉拉袖子”就是我们监
管前置的有效措施，将腐败从“物理
积累”到发生“化合反应”的时间拉
长，使腐败由量到质的嬗变时间大大
延长，为有效解决问题赢得主动。一
次谈心交流，一次民主生活会，都是
监管前置的有效载体，都是同志之间
“拉拉袖子”提提醒的良好契机。不少

“大老虎”在忏悔书中写道，参加组织
生活时，同志的劝诫总能引起自己对
腐败的犹豫、害怕，如果经常有人
“拉拉袖子”，可能自己就不至于腐败
得这么快、这么深。

用好“见微知著”机理，消灭腐
败由量到质的嬗变苗头。海恩法则指
明了“小洞不补，大洞吃苦”“针尖
大的洞，带来斗大的风”的道理。小
事、小动作中往往体现着大趋势，小
错、小问题中往往蕴含着大危机。每
一次不经意的微腐败就像“扇动翅膀
的蝴蝶”，都可能是腐败案件问题的
最初源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每一次“拉
拉袖子”都可能是对潜在腐败案件的
“釜底抽薪”。将“拉拉袖子”常态
化，往往能及时消灭问题苗头，中止
隐患迭代效应，有效防范重大贪腐问
题发生。

用好“主动补台”原则，铲除腐
败由量到质的嬗变土壤。海恩法则表
明，任何制度的完备性都不能代替实
际参与人员的责任心。制度是死的，
人却是活的。人的责任心是需要高度
重视的“X因素”，责任心缺失无疑是
问题差错由小变大、由量变到质变的
嬗变土壤。腐败涉及范围广、形态多
种多样，只靠单一力量势必挂一漏

万。这就需要大家主动担负起人人监
督的责任，同志之间经常“拉拉袖
子”提提醒，群策群力打造抵制腐败
的“恢恢天网”。其实，不少“大老
虎”最初都因为经不住小诱惑“湿了
鞋”，逐渐由“湿了鞋”演变成全面腐
败。因此，科学的制度制约加上具有
较强责任心的“拉拉袖子”，二者相互
结合将产生“1+1>2”的放大效应，
有利于真正铲除腐败的生长、嬗变土
壤。可见，只要我们人人都担负起
“拉拉袖子”的责任，就能产生巨大的
效能，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优
化干事创业的环境。

（作者单位：91954部队）

海恩法则与“拉拉袖子”
■霍冠东

随着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落
地，军旅营连体制成为作战部队编
制架构的主要模式，营级党委的体
系结构、类型设置、职能配置等都
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要按照习主席
提出的“找准各级各类党组织职能
定位，优化组织设置，健全制度机
制，改进领导方式，把组织功能充
分发挥出来”的指示要求，积极适
应新的形势任务，努力把营级党委
建设提高到新水平。

新体制对营级党委职能作用提出
更高要求。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
织强则军队强。新体制下，营级党
委作用提升，更要增强党组织的领
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把党的政
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
势。从实际情况看，由于部队结构
横宽纵短，营级数量增多，机关编
制压减，旅直接指导营级抓建，营
级党委的地位作用更加凸显。营级
党委作为军队指挥控制界面的重要
一环，作为战斗力建设和作战体系
效能发挥的重要基础，在树立鲜明
备战打仗导向、带领官兵加强实战

化练兵、提升作战能力上作用更加
凸显。营级党委作为党在部队的基
层党委，是确保政令军令畅通的重
要层级，在贯彻执行党的大政方针
政策和上级决策指示方面地位作用
更加凸显。

明确营级党委自建责任。有职就
有责，有责就要有担当。在军旅营连
体制下，营级单位容易产生两种不良
工作倾向：一种是把自己看轻了，认
为上有旅机关、下有连支部，可以处
在中间“享清闲”；另一种是能力素
质没跟上权力和责任的提升，在作风
形象和担当作为上“难配其位”。因
此，提升新体制下营级党委自主抓建
能力，上级党委机关要首先“明权”
“放权”，通过列出营级党委权力清
单，对事项审批、工作调整、人事安
排、奖惩决定、财物支配、风气监
督、事务知情等权力给予充分保证，
使其“不仅说得上话，而且说了算
话”。当然，“放权”不是“放手”，在
赋予营级党委权力的同时，要加强对
其权力行使的监管。健全对营级党委
的监察机制，规范监管的时机、范围
和措施，坚持“双向讲评”、述责述
廉、民主生活等制度，拓宽民主渠
道，构建网络监督平台，确保各项权
利在阳光下运行。

增强营级党委自建动能。加强营
级党委建设不仅要注重“输血”，更要
注重提高其“造血”能力，坚持既授
鱼又授渔，既要给条件、创环境，更
要重帮带、强素质。紧紧扭住主官队
伍这个“火车头”，坚持大范围遴选配
强军政主官，严把稳定保留关口。创
新完善促营自建、带营帮建、靠营抓
建的能力培养机制，坚持蹲点帮带面
向营、训练考核带上营、办班送学突
出营，让营从“配角”成为“主角”。
军以上单位要创新和走开抓旅带营的
方法路子，旅党委中心组学习、综合
性会议可以让营主官列席，帮助其开
阔视野，提升思想站位层次和独立完
成任务能力。还要注重建立完善容错
机制，激励各级在探索营级党委自主
抓建上主动作为、开创性实践，真正
为担当者担当。

破解营级党委自建难题。当前，
营级处在军旅营连体制磨合期、新
旧矛盾叠加期，营级主官自身又处
在事业爬坡期、家庭矛盾凸显期，
面对工作、生活双重压力，营级自
建、抓连帮建双重难题，需要各级
聚力减压减负、增能增效。棘手问
题是基层最大包袱，上级党委应积
极为营级办实事、解难题。发展进
步问题是基层现实关切，针对军旅

营连体制下营级主官提拔使用难
题，采取有力措施，在提拔使用、
交流任职上给予政策倾斜，增强营
级主官岗位的吸引力。

提升领导机关帮扶带建营级党委
质效。树牢法治思维，细化完善营
级党委学习、会议、形势分析、报
告工作、请示报告、双重组织生
活、自建帮建和常态讲评等制度，
以及日、周、月、季、年刚性落实
的经常性工作，推进营级党委工作
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运行。加
强统筹融合，形成党委机关抓建营级
党委的总体思路，注重把主要精力放
在前期统筹、中期指导、后期检查
上，用好“三会一条线”制度，坚持
党委会统好大项工作、首长办公会统
好月工作、交班会统好周工作，无特
殊情况不临机动议增加任务，不超出
部队承受力安排工作。力求简约高
效，始终把务实工作作风、提高服务
质量作为党委机关领导指导营级党委
建设的重要出发点，强化“精准”
理念，注重引入现代化、科学化、
精细化管理经验，形成精准谋划、
精准规划、精准部署、精准落实、
精准检验的长效机制。
（作者单位：95829部队政治工

作部）

军旅营连新体制下，营级党委地位作用凸显。如何在新旧体制转换、新旧机制调适、新旧理
念转变期，把握好营级党委建设特点规律，把党委建设得更坚强、更过硬是一道急需解决的课题

提升营级党委建设水平
■邱火林

一 得

群 言 集

学有所思

论苑漫笔

每次到四川成都，朋友都会邀我

逛宽窄巷子。徜徉于宽巷子、窄巷子

和井巷子，那错落有致的建筑，那熙

熙攘攘的人流，总会激发起人们的思

古幽情，感悟厚重的“宽窄哲学”。

在当地，有一个妇孺皆知的故

事，颇能让人体悟宽窄哲学的内涵。

故事讲的是古代西蜀边境一个穷和尚

和一个富和尚的事。穷和尚对富和尚

说：“我想到南海去，怎么样？”富和

尚说：“你凭什么条件可以去南海？”

穷和尚说：“我只要带一个水瓶和一个

饭钵就足够了。”富和尚说：“我这几

年一直想要雇船顺江而去，还没能够

去成呢，你凭什么先我而去呢？”到了

第二年，穷和尚从南海回来，把这个

消息告诉了富和尚，富和尚不免羞愧

难当。川西距离南海好几千里，富和

尚没能到达，穷和尚反而到了，这里

面不正是包含着深邃的宽窄思想吗？

有条件的反为条件所累，被优势所

误，其南海之路，由宽变窄，终无所

成；而看似没有条件的，反而轻装前

行，靠决心和毅力支撑其南海之路，

由窄变宽，终获成功。

在读书上，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古

时候有一个儒生，花巨资收藏了大量古

籍孤本，装满了整整几间房子。但他收

藏有余，研读不足，后来干脆一读书就

犯困，自然读得就更少了。他的隔壁

住着一个穷秀才，虽无钱买书却酷爱

读书，常到藏书的儒生家里去借。没

几年工夫，把儒生家的藏书都读完

了。一次，他借得一本儒生家祖传的

孤本故意不还，官司打到县太爷那

里，县太爷判案的标准很简单：谁能

把书背出来就判谁是书的主人。结果

不言而喻。这里也蕴藏着宽窄哲学：藏

书颇多的儒生，由于疏于苦读，其读书

之路，由宽变窄，终无所获；而贫寒的

秀才，虽说据书为己有的做法不免下

作，但由于勤奋苦读，其读书之路，由

窄变宽，自然学到不少知识。

宽窄哲学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

既包含“相对论”，宽相对更大尺寸的

就是窄，窄相对更小尺度的就是宽；

又包含“转化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

相互转化。生活中的大与小，强与

弱、优势与劣势等，都不是一成不变

的，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耦合、相互依

存并相互转化。掌握并用好宽窄哲

学，对于我们认识事物、把握规律、

促进事物向有利方向转化，有着重要

的实践意义。

近年来，工匠精神受到广泛尊崇。

工匠选择的专业看似很“窄”，一件产

品、一道工序乃至一颗螺丝钉……但

在这看似很“窄”的专业中，往往蕴

含着扎实的功底、高超的技艺，代表

着这个行业、这门技艺的标杆，体现

出无比“宽”的价值和前景。正是深

谙宽与窄的辩证法，才成就了无数个

工匠大师。

在工作和生活中，熟谙宽窄哲学

太重要了，它可以助我们把握人生、

做好工作、成就事业。树立远大理想

是“宽”，做好每一件事是“窄”，只有

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才能久久为

功、铸就大业；掌握人类创造的全部

知识是“宽”，读好“有字”和“无字”

之书是“窄”，只有持之以恒、坚持不

懈，才能不断攀登知识的高峰……世

上万事万物中，都包含“宽”与“窄”

的辩证法，择高处立，向宽处行；从宽

处着眼，从窄处着手；少一些“优势心

理”，多一些“准备困难”，方能胸有

底气和定力，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把

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由充满

曲折艰辛的窄门小路，迈向宽广平

坦的宽门大道。

宽窄巷子说“宽窄”
■向贤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