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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五多”问题 减轻基层负担⑤

长城瞭望

跨界思维

八一时评

谈训论战

玉 渊 潭

战备值班人员和分队，被称为“永

远睁着的眼睛”，他们的备战状态是一

支部队战备水平最直观的体现，他们的

反应能力对一支部队的应急迎战有最

直接的影响。

兵法云：“有备不败。”部队想要保

持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状

态，战备值班极为关键。正因为如此，

2016年 4月 20日，习主席在军委联合

作战指挥中心视察时要求“值班人员强

化席位就是战位的思想”“要抓好战备

值班工作，深入研判可能发生的安全风

险，有效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去年施

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试

行）》也明确规定，战备值班人员要“保

持常备不懈和指挥不间断，保证及时、

有效应对紧急情况”“必须熟悉战备方

案，保持规定的战备状态”。

然而现实生活中，个别部队却把值

班前的“战备”二字忘记了：把战备值班当

普通坐班，只看是否在位，不察是否进入

战位；把战备值班当出公差，固定几个人

当“值班专业户”；把平时业务工作带到值

班时处理，对备什么、如何战不懂不会。

有官兵戏谑这样的战备值班人员：“他们

没有备，只有睡；不想着战，只想着舒坦，

把战备值班当成了‘连值日’。”

部队的战备值班有一、二、三等之

分，但战备思想和战备工作必须保持第

一等的水平，否则是要吃大亏的。1981

年6月7日，是星期日也是伊拉克国庆

前夕。这天，伊拉克核反应堆防卫部队

的值班人员不仅人数不够，仅在的值班

人员也过起了节。结果当以色列战机

临空时，战备值班没有反应，价值4亿

美元的核反应堆2分钟就被炸毁。

“随时准备打仗”既是要求，更是行

动。军队最好的状态当是备战状态。诚

然，战备值班人员值班期间遭遇“战”的几

率并不高，但这决不是忘战、怠战的理由，

再低的几率，也必须用100%的备战去应

对。2500年前，周武王问太公：“敌人夜

来，三军无备，上下惑乱，为之奈何？”太公

回答：“敌人若来，视我军之警戒，至而必

还。”由此可见，一支箭的最大威力不是藏

于匣中，而是处于引而待发之时。也就是

说，战备人员处于备战状态，才能做到“敌

未动我先知，敌欲动我有备”。

未来战争进入首战即决战、发现即

摧毁的“秒杀”时代，没有快速反应、迅

即回击、高效制胜的状态，难免要被动

挨打吃败仗。这对战备值班提出了更

加现实、更加紧迫的要求。只有严格落

实日常战备值班制度，把思想的弦绷得

紧而又紧、对策上的准备做得细而又

细，把“箭在弦上”当成一种常态，把“引

而待发”练成一种习惯，才能做到从容

应对，有备无患。

“值班”前的“战备”二字不能丢
■刘含钰

最近笔者身边发生这样一个故

事。某人迷上马拉松长跑后，为了在

不久后的首次参赛中取得好成绩，三

天一个全马，两天一个半马，结果因为

训练用力过猛，致使身体极度不适，错

过了随后的参赛机会。这个故事提醒

人们：“天下之事皆然，过则非惟无益，

反害之。”

凡事都有个度。度者，限度也，

在哲学上是指事物的数量界限，是

量 与 质 的 交 汇 点 和 分 界 线 。 孔 子

说：“过犹不及”，老子说：“物极必

反”，黑格尔说：“举凡一切人世间的

事物，皆有其一定的尺度，超越这尺

度就会招致沉沦和毁灭”，讲的都是

掌握度的重要性。

人的一生，无时无刻不在与度打

交道。行为规范，进退适宜；为人处

世，讲究分寸；把握事物，适得其所。

大到自然万物、社会百态，小到人情

拿捏、琐事处理，度都扮演着微妙且

重要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成功

的人生，往往是度的尺寸把握得非常

恰当的结果；而灰暗的人生，则是度

的火候掌握得糟糕使然。今天，从人

际相处需要距离适度，到成就事业需

要掌控尺度，再到推进工作切忌恣意

无度，可以说，度的把握既是一个理

论问题，体现质和量的辩证统一；又

是一个实践问题，把握分寸即是对质

变临界点的掌控。

“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

短”，这是楚国宋玉对东邻之女的赞

美。这个东邻之女的“最美”，关键就在

于她对自己的妆容、体重等既不“增之

一分”，也不“减之一分”，拿捏得恰到好

处，正如哲学家笛卡尔所说，“美是一种

恰到好处的协调和适中。”

其实，最好的事物，无不是“恰到好

处的协调和适中”的结果。一些出类拔

萃者，正是因为掌握了本行工作的内在

规律，把握了实际操作的“度”，才使自

己的业务、技术水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

程度。譬如厨师恰当把握火候、医生恰

当把握剂量、画家恰当把握色调等等，

都是如此。

2013年 3月 19日，习主席在接受

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说，治大国

如烹小鲜。“烹小鲜”，最讲究拿捏分

寸、掌握火候。操之过急则夹生，松

弛懈怠则煳锅。可以说，小鲜烹得好

不好，在于分寸拿捏得好不好、火候

掌握得好不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们的改革之所以让老百姓拥有了“满

满的获得感”和“稳稳的幸福感”，一

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烹”得好，对改革

的力度、速度、广度和深度非常科学、

符合实际。

然而，在一些部队，还存在一些缺

少分寸的做法。比如，有的一提严格管

理不是没收手机就是实行封闭式管理，

做不到宽严相济；有的一抓从严训练就

打疲劳战、车轮战，做不到一张一弛；有

的批评人不能做到“责人之过勿太严，

要令其堪受”，话说得太直太重太狠，无

限上纲，适得其反。度把握不好，自然

事与愿违。

度很重要，但把握好它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就连孔夫子也说，五十而知

天命、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可见把

握好度是多么的不易和令人向往。“过

满则溢，过刚则折”。对度的把握程度，

是一个人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成熟

了，举止有度；不成熟，言行失度。

“最好的度是适度。”把握好度，适

时、适情、适当最关键。适时，就是合时

宜，不超前亦不滞后，既能解急难，把火

烧眉毛的问题解决在当下，又能看长

远，对潜在隐患防患于未然。适情，就

是善于把握契合点，吃透上级精神，结

合单位实际，让各项决策精准“扣扣

子”。适当，就是主观上不虚浮夸大，客

观上切实可行，充分考虑各种因素，让

决策能真正落地，而不是喊在口中、悬

在空中。

（作者单位：济宁军分区）

有“度”畅行天下
■范广强

某连为调动大家训练积极性，开展
了训练标兵评选活动，规定“训练标兵
班”必须人人是训练标兵。一个班为了
使本班成为“训练标兵班”，在连队每周
组织的标兵评选中，接连 3周将训练成
绩没达到优秀的小王上报。连队干部
教育引导该班战士，标兵的标准不能随

意降低，只有严格标准，才能评出干劲。
这正是：
标兵有标准，

必须严格评。

岂能为凑数，

套取虚假名。

周 洁图 刘 丸文

“苏沃洛夫突击”比赛现场战车轰

鸣、炮声隆隆，“航空飞镖”赛区上空战

机呼啸、硝烟滚滚，“海上登陆”赛场浪

花飞溅、枪声阵阵……盛夏，“国际军事

比赛-2019”各项赛事在中国、俄罗斯、

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拉开战幕，

引起国内外媒体和网友高度关注。

互学互鉴，携手共进。与往年相

比，本届国际军事比赛赛事规模进一步

扩大，承办国增加到10个国家，比赛项

目增加到32项。在中国库尔勒赛区承

办的4项赛事中，来华参赛的共有11个

国家、20支参赛队，4个国家派员观摩，

参赛和观摩国家均比去年明显增加，说

明国际军事比赛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中国赛区的吸引力、影响力也在逐年提

升。

今年是我军连续第6年参赛、第3

年办赛。在今年的比赛中，我军首次派

队参加“深海”潜水员比赛、首次派队赴

印度和伊朗参赛、首次由空军海军联合

组队参加“航空飞镖”航空兵机组比

赛。这几个“首次”，表明我军正在全领

域多层次大范围与世界各国军队深化

交流合作，在不断壮大的“朋友圈”中推

动实战练兵往深层次发展。

赛场夺金固然可喜，战场制胜才是

最终目标。无论是出国参赛还是国内

办赛，我们都应把战训一致作为最根本

的通用法则，坚持从严从难从实战需要

出发，把“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贯彻到

参赛办赛的方方面面。今年参加比赛

的我军官兵，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参赛，

不选“比赛专业户”，不搞“唯金牌论”，

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官兵能够通过比赛

走向国际舞台，在与外军的高强度比拼

中接受锻炼，拓展国际视野、强化国际

思维、对接国际标准。

赛风连着训风，训风连着打赢。在

库尔勒赛区的比赛中，办赛组织者按照

一个标准、一个尺度的原则进行裁评，

力求全程判罚“零失误”、裁评结果“零

争议”，赢得了参赛各国的尊重和信

服。事实证明，只有坚持公平公正、阳

光透明，才能让夺金者硬气、失利者服

气，赢得“令人敬佩的胜利”。

赛场上“掰手腕”，赛场外“手拉

手”。通过近距离与外军接触交流，借

鉴外军训练的好经验、好做法，有助于

我们取长补短、学以致用；同时，把我们

的一些经验做法传播出去，有助于更好

展示我军形象，增强中国军事力量的透

明度，增加相互信任。比如，俄军所有

比赛项目规则都源于出兵格鲁吉亚、利

比亚等实战经验，在“空降排”比赛中就

设置了空降、背伞、携装急行军、实弹射

击等内容，体现空降作战的全过程，值

得我们学习借鉴。而在库尔勒赛区，外

军使用我军装备进行赛前适应性训练

时，我方教练员对装备使用技巧倾囊相

授，赢得了外军的连声称赞。

一场国际军事比赛，也是一堂生动

的国防教育课。库尔勒赛区，开幕式现

场观赛人数创历史新高。他们有的乘

火车，有的坐飞机，有的甚至自驾千百

公里专程赶来观赛。办赛组织者借助

这个难得机遇，专门设置了装备展示

区，在每场比赛都设有观众席，努力将

比赛办成了解军营生活的窗口、展现军

人风采的舞台、传播国防知识的平台和

开展国防教育的阵地，收到良好效果。

实践证明，通过打造国际军事比赛品

牌，让观众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了解国防

知识，可以使国防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作者单位：北部战区陆军政工保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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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

人。”苏轼为荔枝写下的名句，表达了对

这种水果的特别喜爱。然而，如果真的

像诗中所写的那样，每天吃下数百颗荔

枝，恐怕是会患上“荔枝病”的。“荔枝

病”，通俗地讲就是急性低血糖，前期表

现为出汗、肢冷、腹痛等症状，其严重的

会突然抽搐、昏迷。

也许你会奇怪，荔枝那么甜，含糖

量一定很高，怎么会让人患上低血糖

呢？实际上，荔枝所含的糖是果糖，必

须经由人体转化为葡萄糖后，才能被吸

收利用。如果过量食入荔枝，人体内的

转化酶就会供不应求，多余的果糖，不

仅无法转化成葡萄糖，还会刺激胰岛细

胞释放大量胰岛素，引发低血糖反应。

此外，荔枝中含有的α-次甲基环丙基
甘氨酸，也有降低血糖的效果。

吃“糖”不补“糖”，还让人缺“糖”，

这仿佛是一个隐喻。吃，是一种外在的

表象；补，则是一种内在的效果。如果

只把注意力放在吃上，就容易被表象所

迷惑，想当然地以为消化了、吸收了，并

且于己有补。而实际上，可能非但不是

如此，还是截然相反的效果。

试想，我们不是常把“消化”“吸收”

等词用于理论学习吗？那么，在理论学

习这件事上，是否存在一种“荔枝病”

呢？答案或许是肯定的。有的人看似

理论学习花了很多时间、很多精力，然

而，让他谈谈认识体会，他就张口结舌；

让他用于指导实践，他就手足无措。这

种现象，不就是典型的“吃而不补”的

“理论贫困症”吗？

理论学习有收获，是这次主题教育

的一个目标。但不可否认，目前仍有少

数人，对待理论学习搞“一阵风”，看似

声势浩大，实则雨过地皮湿；或是把“原

原本本”当成“照抄本本”，看上去用了

不少时间和精力，实则没学进去。殊不

知，只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学”的外在表

象上，不仅是自欺欺人，还有患上“荔枝

病”的危险。

上述种种表现，说到底是形式主

义在作祟，折射出的是功利思想和浮

躁情绪，反映的是投机取巧和不负责

任。实际上，党的创新理论博大精深，

不是靠几顿“恶补”就能消化吸收、学

懂弄通的。装装样子并不难，但如果

缺乏学习理论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

热衷于搞“快餐式”“生吞式”学习，就

可能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

乱的困境，更遑论跟上节拍、担起重

任、完成使命。

归根到底，理论学习是一个日积

月累、历久弥深的过程，需要脚踏实

地、深学细研，需要沉心静气、久久为

功。对于广大官兵来说，只有拿出打

仗的劲头，带着信念学、带着使命学，

力求形成系统认识、明晰前进方向、发

挥长效作用，才能将所学所悟真正转

化为强军动力。

学习别患上“荔枝病”
■罗升平 姚鹏宇

近年来，随着正风反腐的深入推

进，军队“五多”问题有所遏制，但有些

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五多”问

题冲击主责主业，影响新体制效能，制

约部队战斗力提升。可以说，不把“五

多”赶出新体制，改革效能就很难充分

释放出来；不把“五多”连根拔除，就很

难让官兵把心思和精力聚焦到备战打

仗上来。

有两位西方学者，先后对内部机

构改革失败的 96家企业进行调查，发

现一条相同的轨迹：开始脱胎换骨，

中期气势衰减，后期故态复萌。两人

在合著的《效能突破三法则》中，深入

剖析企业改革失败的原因：“适应新

机构全新工作方法的缺失，抑制了新

机构效能的发挥。”对部队来讲，如果

说过去“五多”的存在严重影响机关

的形象和威信，那么现在“五多”的滋

生则可能影响官兵对改革的认同和

信心。因为每一个“多”都会造成对

新体制优势的消解、对新体制功效的

抑制。

“眼前有了繁花，并不等于手中就

有了蜂蜜。”部队编制体制改革效能的

“理论值”，决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

的。客观地说，旧体制运行了那么多

年，大家在旧体制下工作了那么多年，

无论思维方式还是行为方式，无论工

作方式还是指导方式，都形成了巨大

惯性和路径依赖。一事当前，还是觉

得过去的办法好用、管用，以前的思路

省心、省事。比如，执行重大任务，不

开会不请领导讲个话总觉得不够重

视；落实决策指示，不发通知不派工作

组总觉得心里不托底；抓好分管工作，

不搞检查不进行评比总觉得难以调动

积极性，等等。如果总是穿新鞋走老

路，用新瓶装旧酒，“五多”怎么减少和

克服？

当前，我军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实

现革命性重塑，军队建设、改革和军事

斗争准备持续向纵深推进，一切工作向

打仗聚焦，备战任务重，实战实训要求

高，迫切要求解决“五多”问题，把基层

负担减下来，把战斗力标准立起来，把

官兵干劲鼓起来。一定意义上说，改革

效能的释放程度，很关键的一点是取决

于治理“五多”的力度。

下决心纠治形式主义，弘扬真抓实

干作风。“五多”的产生，大多与作风不

严不实有关。解决“五多”问题来不得

半点虚假。把说的与做的、对上与对

下、当前与长远一致起来，克服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和弄虚作假等现象，多做

实实在在管用的事，少用忙忙碌碌收效

甚微的功，不干辛辛苦苦不打粮食的

活。有这样的作风，就不怕“五多”减不

下来。

下决心破除和平积弊，归正工作重

心。大道至简。平时工作拖沓、程序繁

琐、文山会海，到了战时怎能分秒必争、

决战决胜？只有破除繁琐哲学、文牍主

义、搞政绩工程、作表面文章等陋习，既

考虑干什么有利于战斗力建设，又考虑

不干什么有利于战斗力建设，做到程序

简化、会议简短、发文简洁，方能在高效

运转中释放改革效能。

下决心转变工作理念，创新管理模

式。该统筹的没有统好，该关闸的没有

关上，该分流的没有分流，该合并的没

有合并，这“多”那“多”自然就难以避

免。所以，必须改变旧体制下那些作决

策凭经验、靠感觉，抓工作大而化之、笼

而统之等不良做法，强化层次领导、分

类指导，坚持定向施策、精准发力，多搞

“喷灌”“滴灌”、防止“大水漫灌”，做到

精准谋划、精准规划、精准部署、精准落

实、精准检验。

“所谓放下包袱，就是说，我们精神

上的许多负担应该加以解除。”1944年，

毛泽东同志曾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

这样写道。在改革强军的征途上，我们

也应当不断检视自身的行囊，对“五多”

来一次“格式化”，从而“使自己的精神

获得解放”。当“效能风暴”在头脑中掀

起，当滋生“五多”的土壤得到铲除，当

治军方式得到根本转变，当职责权限厘

清明晰，一切战斗力要素的活力定将竞

相迸发，一切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源泉必

将充分涌流。

（作者单位：31658部队）

“五多”问题不解决，改革效能难释放
■毕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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