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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论坛

70年高岸深谷，70载沧海桑田。

再过1个多月，我们将迎来新中国

成立70周年。“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对

于每名官兵来说，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修好新中国史

这门必修课。

历史好比一位长者，从与他的对话

切磋中，我们可以活跃思维、启迪思想、

发现真谛。前不久，中央“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专门印发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把学习

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题教育的重要内

容。

“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

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

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

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

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

哪里去。”学习新中国史，是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

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

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

“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新中国史

也不例外。历史的海洋里有理性的选

择、伟大的梦想、不懈的奋斗、深刻的启

迪，有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

源泉和精神财富。学习新中国史，目的

就是以史为鉴、以史资政、以史育人、以

史化风，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知史

爱军。

“一唱雄鸡天下白。”新中国的诞生

犹如磅礴的日出，一扫旧中国的沉沉黑

暗，照亮了民族复兴的崭新征程。新中

国建设初期，我们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

很快创造了“两弹一星”工程的奇迹。这

深刻说明：把国人的爱国心、报国志激发

出来，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苏

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国际背景下，新中

国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始终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大旗，与时俱进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这深刻启示我

们：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都要坚决

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要坚定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解决了许多长

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办成了许

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

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成

就，实现深层次、根本性变革。这深刻

证明：只要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

思想和行动自觉，就一定能不断把强国

强军事业推向前进。

历史是精神的故乡，是最好的教科

书，也是最好的营养剂、清醒剂。走进

历史、学习历史、触摸历史，对正确认识

党情、国情、军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

也十分必要。

历史是复杂的，从来都是系统的、不

可分割的。要看清楚新中国的历史，不

仅要了解新中国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

重要文件、重要人物，还要树立一种大历

史观，真正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

去，弄清楚艰苦卓绝是什么、是怎么来

的。

修好新中国史这门必修课，不能不

学好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特别

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 170多年的斗争

史。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经磨难，受

尽屈辱。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无声地告

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贫弱就要受欺

负、遭奴役。唯有励精图治、奋发图强，

建设好新中国，才能迎来光明的未来。

党是领导一切的。修好新中国史

这门必修课，不能不学好中国共产党

98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

中国、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一大幸

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和最大制度优势，是当代中国取得

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保

证。中国人民走向站起来、富起来、强

起来的光明大道，根本在于中国共产

党的坚强领导。新中国 70年的历史

轨迹清楚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

一新。

国家大柄，莫重于兵。修好新中国

史这门必修课，不能不学好人民军队92

年的历史。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新

中国宣告成立。一定意义上讲，新中国是

人民军队经过22年英勇斗争、浴血奋战

换来的。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民军队积极投身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投身改革开放新的

伟大革命，成为保卫人民幸福生活、保卫

祖国和世界和平坚不可破的强大力量。

可以说，在追梦圆梦的征程上，强军梦与

中国梦交相辉映、密不可分。

有人说：“谁忘记历史，谁就会在

灵魂上生病。”瞿秋白也说过：“人爱自

己的历史，好比鸟爱自己的翅膀，请勿

撕破我的翅膀。”在喜迎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的日子里，每名官兵都要把自己

摆进去，真学深学，认真修好党史国史

军史，学会历史思维，培养历史眼光，

增强历史担当，为推进强国强军事业

不懈奋斗。

（作者单位：96711部队）

学好新中国史这门必修课
■卫星杰

长城瞭望

厚重的红色家谱、著名的战役战斗、

光辉的荣誉锦旗……走进连队，如同走

进了一个小型军史馆。

前不久，记者来到第83集团军某旅

“大功三连”和“特功五连”，参观学习了他

们依托连队公共空间建设连史馆的做法。

有一种史馆叫“荣誉墙柜”。“大功三

连”和“特功五连”承担着全军营连荣誉

墙和班排荣誉柜建设的试点任务。他们

坚持开放办史馆，充分利用楼梯走廊，让

特色精神上墙、光辉足迹上墙、功臣模范

上墙、创新理论上墙、荣誉成绩上墙，从

而使红色历史充盈官兵生活空间，让军

功荣誉激励官兵成长进步。

“大功三连”和“特功五连”的指导员王

金龙、兰龙分别向记者介绍了连队荣誉墙

柜的建设情况。“大功三连”在荣誉室的基

础上，在公共空间通过血染战旗、功臣名

谱、强军先锋、赓续连魂、卓越功勋5个板

块展示连队光辉历程。同时，他们还在连

队所属的“大功四班”设置了荣誉柜，记录

历史、赓续传统。“特功五连”没有专门的荣

誉室，连史全部依托墙体来建，把三层楼的

公共空间规划为光辉足迹、战将风采、战魂

永驻、特功雄风、风卷战旗5个部分，既有

重大事件，又有光荣传统；既有战史战例，

又有荣誉功绩，生动展现了连队一路走来

的红色足迹。

“有了荣誉室柜，就有了魂”，这是很

多官兵的体悟。在两个连队学习生活，

处处可以触摸到厚重历史，时时可以感

受到红色文化，抬头可见英模人物、兵家

格言、战斗精神等，这一切都很好地使官

兵处于向前奔跑的活跃状态，处于追求

荣誉的争先状态。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说：“任何

一项伟大的事业背后，都必须存在着一

种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记者深入了

解这两个连队的历史，感受最深的就是

他们各自总结的特色精神。这种特色精

神里蕴藏着他们赤胆忠诚、崇尚荣誉，敢

于战斗、无往不胜的密码和基因。

1949年8月21日，兰州战役古城岭

战斗打响。“大功三连”官兵像钉子一样

钉在阵地上，连续击退敌人14次反扑，直

至胜利。他们由此总结出英勇顽强的

“钉住钉”精神。1972年，“大功三连”执

行国防施工任务。在紧张的施工间隙，

全连官兵每人携带《毛泽东著作选读》，

在一盏盏煤油灯下，读出了做人的哲学，

悟出了建连的真谛，由此传承下来如饥

似渴的“煤油灯”精神。在“大功三连”的

历史上，还诞生了吃苦耐劳的“桑干河”

精神、艰苦奋斗的“扫帚草”精神、爱连如

家的“小石磨”精神、敢争第一的“飞毛

腿”精神、亲密无间的“桔罐头”精神、大

公无私的“刘老抠”精神。这8种精神让

“大功三连”赓续传统、继承荣誉、精武强

能，共荣立4次大功、得到5次授称。

“特功五连”在解放战争时期荣立

“特功”，先后4次被授予“硬骨头六连式

连队”“卫国先锋连”等荣誉称号。这些

荣誉的取得，与连队大力弘扬特色精神

是分不开的。在著名的太原战役中，连

队为配合主力部队攻城，连续打退敌人

7次反扑，100名勇士血染大南关，创造

了血战到底的“大南关”精神。长期以

来，这个连队还孕育了坚韧不拔的“铁脚

板”精神、舍家卫国的“党荣和”精神、勤

学苦练的“领头雁”精神、勠力同心的“勇

士班”精神。正是在这些特色精神的支

撑下，“特功五连”的旗帜始终飘扬。

“胜负之征，精神先见。”军史馆建

设，展现给官兵的就应是一种特色精神、

红色文化。对一支部队而言，其特色精

神见初心、见作风、见传统，也见担当、见

使命、见未来。连队荣誉墙柜建设，既要

让官兵感受到荣誉，更要让官兵找准

学习的楷模、奋斗的方向。列宁说过：

“为了克敌制胜，无论如何要保持精神上

的优势。”内心有了精神的滋养，官兵自

然就会有拼搏的勇气、奋进的动力，就能

在火热的军营书写绚丽的青春诗篇、锻

造出彩的军旅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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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评论

走进军史馆②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影片《周

恩来回延安》，很有教育意义。电影有

几个情节一直萦绕笔者脑际，感人肺

腑、催人泪下。周总理回到阔别20多

年的延安，见到曾经的老乡，张口就能

叫出名字，在饭桌上有个老乡说习惯蹲

在地上吃，周总理毫不迟疑和老乡蹲在

一起吃小米饭。

曾帮助过周总理、并送儿上战场的

一位老奶奶，已是两眼昏花，满头白发，

周总理坐上炕和她一起回忆当年的战斗

岁月。当老奶奶拿出积攒下来舍不得吃

的鸡蛋，周总理万般推辞。老奶奶以为

周总理嫌弃，带着责怪的语气问：“你怎

么变生分了呢？”周总理眼含热泪：“我没

变，我要让延安人民过上好日子……”

一个个丰富的历史细节，生动彰显

了周总理不忘人民恩情、不忘初心使命

的高尚情怀，也告诉我们领导干部要始

终保持心系官兵、服务基层的本色，深

入基层、融入基层，与官兵肩并肩、心连

心，千万不能让基层官兵感到生分。

当年，彭德怀视察连队时，不坐靠

背椅，坚持要和战士们一样坐矮板凳。

他语重心长地说：“那些坐在很高很高

的板凳上的人，看不到士兵了，不知道

士兵们在说什么想什么了。”

基层官兵最纯朴，最容易满足，也最

敏锐。领导干部是真心为兵，还是作秀

为己；是踏踏实实，还是敷衍了事，他们

看得真真切切。如果领导干部走访调研

走过场，讲话拿腔调，遇难事“打哈哈”，

遇棘手事“和稀泥”，就算走进基层，官兵

也不会对其敞开心扉，道出实情。

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做官喜欢当

老爷，自带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想的是

如何享受当官的尊荣，甚至戴上“有色

眼镜”看待官兵，分成“三六九等”对待

官兵。如此一来，平实、随和的亲近感

荡然无存，无形中与基层拉开距离，官

兵觉得生分也就不奇怪了。

回顾我党我军的历史，正是因为很

多共产党人没有官气，与人民群众同甘

共苦，建立了血肉相连的情谊，革命事

业才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深刻告诫我

们，为官者职务再高、权力再大，都不能

忘记自己的根基在基层、力量在基层，

要把党的初心使命铭刻于心，拜基层官

兵为师，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气、

通下情，设身处地为官兵着想，切实把

实事办到官兵心坎上。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还要穿

越很多“雪山”“草地”，跨过很多“娄山

关”“腊子口”。只要领导干部始终扎根

基层这片沃土，与官兵一块苦、一块干、

一块过，做到情与情融合、心与心沟通，

就会汲取源源不断的智慧和力量，战胜

一切困难和风险。

为官莫让基层觉生分
■吴继宏

八一时评

今年暑假，某部一名营长的爱人来
队探亲。嫂子的到来，不仅给战士们带
来各类生活用品，还主动帮助营队改善
生活。营长爱人离队时，“让不让嫂子
交伙食费”成了司务长的挠头事。营长
得知情况后，主动交了伙食费，并以此
教育大家：公是公，私是私，千万不能混

淆了，一旦分不清就容易出问题。
这正是：
知心嫂子来探亲，

关爱战士暖兵心。

为啥还交伙食费？

公私界限要分清。

胥萌萌图 张志伟文

有官兵反映，有的单位组织现场学

习教育，感觉就像“跟团游”，仅仅到教育

基地走了一遍，教育内容并没有入脑入

心。这一现象，值得反思并纠治。

现场教育，就是到专门的教育基地

接受教育，增加教育的现场感、针对性。

譬如，很多单位组织官兵到红色旧址、大

型展览馆、爱国主义基地、廉政建设示范

区等场所开展教育，目的就是让官兵现

场触摸红色历史，感受发展变化，接受警

示教育。这种教育形式生动活泼，现场

感强，很受官兵欢迎。

然而，也有少数单位在进行现场教

育时，组织不够严密，效果不够理想。有

的带领官兵到现场参观一下，照照相、签

签名，程序走到了，就算搞完了；有的仅

仅是请人解说一遍，并未给时间让官兵

静下心来感悟历史的启迪，或者自我检

视汲取他人的教训。诸如此类，看似去

了不少现场，实则没有多大意义。

搞好现场教育，关键要融进去、深进

去。比如，参观革命纪念馆，在教育前要

事先学习背景资料，让官兵有基本了解；

参观过程中，要对红色历史进行深入讲

解，使官兵学懂蕴含其中的精神；参观后

要组织官兵讨论，真正使现场教育进入

思想、指导实践。如此，才能提高现场教

育质量，让官兵观有所感、学有所获、心

有所动。

（作者单位：66429部队）

现场教育莫搞成“跟团游”
■杨余粮

整改落实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4项重点措施之一。

目前，各单位普遍采取拉单列

表、细化清单、台账管理等方法推动

问题纠治。一份份问题清单，既是党

委机关自我革命的宣言书，也是面向

部队官兵立下的军令状。在第一批主

题教育单位进入攻坚收官阶段，提醒

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应下足功夫解

决问题，真正把问题清单变为销号清

单。

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判断主

题教育成效，不仅看理论学习抓得如何，

还要看问题解决得如何。如果通过调查

研究、检视反思发现了很多问题，却只是

停留在材料里、清单上，而不去及时整改

销号，就无法让官兵感受到新变化新气

象。纵观那些主题教育搞得好的单位，

总是不忘盯着问题清单，及时把问题送

上“手术台”，一个一个解剖，一件一件整

改，从来不让小患拖成顽症、让有解拖成

无解。

“知其不善，则速改以从善，最要在

速改上著力。”整改落实及时到位，体现

的是领导干部的勇气、党性和担当。只

有坚持谁的问题谁认领解决，做到立查

立改、即知即改、严纠彻改，才能把问题

清单变为销号清单，确保主题教育落地

落实、富有成效。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联合勤务学院）

把问题清单变为销号清单
■王 雨

选人用人是一门艺术，需要提高门

槛，但万万不能求全责备。否则，什么

样的人才也入不了“法眼”。

苏轼在《书墨》中写道：“余蓄墨数

百挺，暇日辄出品试之，终无黑者，其间

不过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间佳物，自

是难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

时嫌漆白，方求白时嫌雪黑——自是人

不会事也。”

由选择墨茶想到用人。选拔人

才，须重视人的德行操守，但又不能把

标准提升到不可企及的高度。“茶欲其

白，墨欲其黑”，当然是对的，但如“方

求黑时嫌漆白，方求白时嫌雪黑”，要

求黑到比漆还黑，白到比雪还白，如此

纯而又纯，那就脱离了实际。

白璧微瑕，不失其宝。世界上哪

有完美无缺的人才？王猛扪虱，肯定

不是优点，但桓温若因此而鄙贱其人，

就会与这经世奇才失之交臂；魏征性

格倔强、敢于直言，确有冒犯龙颜之毛

病，但如果李世民嫌他不够温顺、不够

听话，那也就没有“以人为镜”的历史

佳话。

“不以一眚掩大德。”凡是有作为、

有建树的历史人物，对人才问题总是高

度重视，总能发现并重用大批贤士俊

才。唐太宗李世民当政后，要大臣封德

彝负责推荐贤才。可是几个月过去，封

德彝一个人也没有推荐出来。他不仅

不举荐，还说自己“非不尽心，但于今未

有奇才耳”。唐太宗当即驳斥他说：“君

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

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

一世之人。”意思是君子选用人才好比

使用器物，应该各取所长，因人而异。

不这样难道还能向其他朝代借人才

吗？你推荐不出人才，只能说明你不识

人才，怎么能说没有人才，这不太贬低

天下之人了吗？

封德彝的做法，是典型的“方求黑

时嫌漆白，方求白时嫌雪黑”。如此苛

刻，自然发现不了人才。“人固难全，权

而用其长者，当举也。”人才难免会有优

劣短长、峰高谷低，以一种眼光看待人

才，就很难做到弃人之短、用人之长，人

尽其才、才尽所用。

“构大厦者，必资于众工；治天下

者，必赖于群才。”强国强军，要在得

人。人才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

量。在选拔人才上，我们党始终坚持德

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

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集聚了

一大批忠诚干净担当的优秀人才。

然而，实际工作中，也有少数单位

后继无人、缺乏人才，有的还面临着严

重的人才断层和人才饥荒。造成如此

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少数领导干部选人用人过于

苛刻，搞“方求白时嫌雪黑”那一套。

本来是稍加培养就可重用的人才，他

们却左挑鼻子右挑眼，戴着有色眼镜

看人，总是从“雪中挑出黑来”。还有

的认为，选拔的人才要马上能用、独当

一面。殊不知，“即使天才，在生下来

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

童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不加

强后期培养锻炼，总想着人才一过来

就可以用，就可以出创新成果、建盖世

奇功，那也是不现实的。

人才不是速生林，成长成才有一定

的规律性。对领导干部来说，千万不要

“方求白时嫌雪黑”，而要给人才以岗

位、以舞台，让他们经风雨、见世面、壮

筋骨、长才干。假以时日，勤加磨砺，他

们才能成为敢于负重、勇于担当、可堪

大任的栋梁之材。

白璧微瑕，不失其宝
■杨木胜

玉 渊 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