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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基层观澜

长城论坛

跨界思维

解决问题没有过去时，也没有将来

时，只有现在进行时。军队开展第二批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一开

始就要奔着问题去，边学边改、立查立

改、即知即改。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是工作的

导向。我们党是勇于自我革命的马克

思主义政党，党员、干部都要敢于直面

问题。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是

习主席反复强调的作决策、抓工作的

科学方法论。“主题教育本身要注重实

际效果，解决实质问题。”带着问题

学，奔着问题查，盯着问题改，是主

题教育的鲜明特色和实践要求，衡量

主题教育的成效最终也要看问题解决

得怎么样。把检视问题贯穿全过程，

一条一条列出问题清单，真刀真枪解

决矛盾问题，不仅是责任与担当，更

应成为自觉与习惯。

态度决定高度。对待问题是何态

度，影响检视问题是否深入、剖析原因

是否彻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关键

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

勇气。毛泽东同志说过：“世界上怕就

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认真反省自己：自

我反思有没有大而化之、隔靴搔痒？情

况反映有没有避重就轻、避实就虚？问

题查摆有没有张冠李戴、转嫁矛盾？态

度不端正，认识不到位，检视问题就会

“失焦散光”，整改问题就无从下手，主

题教育就可能沦为“只闻楼梯响，不见

人下来”的假把式。

有的放矢事易成，无的放矢事难

成。认真检视问题重在找准“靶子”，把

存在的问题找具体，明确努力方向和改

进措施，这样才能确保整改不空不虚、

取得实效。从第二批主题教育的特点

看，比第一批覆盖范围更广、单位类型

更多、工学矛盾更大、官兵期望更高，检

视问题也要针对不同层级、不同类型、

不同领域单位和人员特点，围绕“四个

对照”“四个找一找”的要求，紧密联系

工作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内

容上有所侧重、方法上有所区别、要求

上有所不同，切忌千篇一律、一副面孔，

防止老问题穿上“隐身衣”、新问题躲进

“青纱帐”。

劈柴不照纹，累死劈柴人。这个

“纹”，就是问题症结。发现问题重在

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准问题实质、深

挖问题根源、触及思想深处，找到问

题背后的问题，方能“用正确的方法

做正确的事”。“天下之患，莫大于不

知其然而然。”如果“情况不明决心

大，心中无数点子多”，就如同盲人骑

瞎马，必然事倍功半，甚至无功而

返。只有善于用好“显微镜”“放大

镜”“望远镜”，从思想、政治、作

风、能力、廉政等方面进行深入分

析，切实弄清哪些问题是能力素质不

高造成的，哪些问题是思想认识不到

位造成的，哪些问题是工作责任不落

实造成的，方能找准对策、对症下

药，拿出解决问题的硬招实招。

俗话说，问题矛盾，吃硬不吃

软。主题教育重在解决问题，也难在

解决问题，贵在弘扬自我革命精神和

斗争精神。问题摆上了“手术台”，不

能久拖不决、没有动静，要以准、

狠、韧、快的劲头，在立查立改上求

“实”，在专项治理上问“效”，在标本

兼治上加“力”，在压紧责任上从

“严”，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劲、解决

不彻底不放手、官兵不认可不罢休，

以问题整改的彻底性确保主题教育的

实效性。同时，要养成“马上就办”

的自觉，什么问题突出就着重解决什

么问题，什么问题紧迫就抓紧解决什

么问题，避免“只拉弓不放箭”现

象，决不能搞纸上整改、敷衍整改、

虚假整改，切实让官兵看到主题教育

带来的新风新貌。

整改进行时没有休止符，解决问

题永远在路上。很多问题的解决不能

一蹴而就，解决问题也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可

能又会接踵而来。因此，正视问题，

要成为一种自觉；刀刃向内，要成为

一种习惯。“从问题开始，必将以肯定

结束。”以刮骨疗伤的勇气、坚忍不拔

的韧劲，久久为功、善作善成，把发

展中的关键问题处理好、难点问题破

解好、历史问题解决好，我们就一定

能够开创强军兴军事业新局面。

（作者单位：武警兵团总队）

奔着问题去，开启“整改进行时”
——推动军队第二批主题教育走深走实系列谈④

■张 霞

今年国庆期间，献礼电影《我和我

的祖国》中的“相遇”故事，主人公高远

和方敏是我国国防科技战线上千千万

万无名英雄及其家人的缩影。高远与

女友正谈着恋爱，突然不辞而别，一走

就是3年；因为排除试验险情，受到严重

核辐射时，领导与部属之间竟然连名字

都相互不知道。这种近乎无情的保密

要求，是当时“两弹一星”工程参与者的

集体行为准则。

无独有偶。当年我国首次在罗布泊

进行核试验时，工程兵科研三所副所长

王茹芝和丈夫张相麟分别受命前往。他

们严格遵守“上不告父母，下不示妻儿”

的保密要求，各自隐情出发。当两人在

戈壁滩的一棵老榆树下等车时偶然相

遇，才知道彼此是为了同一项任务而

来。时任现场试验总指挥的张爱萍将军

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称赞他们是祖国

的好儿女，并将这一棵树命名为“夫妻

树”，以激励、教育后人。

毛泽东同志曾告诫全党全军：“必须

十分注意保守秘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

也不行，非十分不可。”也许，很多人对此

不以为然。但经历过腥风血雨洗礼、你

死我活斗争的同志，一定有着刻骨铭心

的体悟：保密工作犯不起错误，一旦造成

失泄密，就等于把自己暴露在敌人的炮

火之下，甚至连改正的机会都没有。

“一密之失，误我资敌；一分之误，战

机即失；一字之差，人头滚滚。”朝鲜战争

进入边打边谈阶段后，李克农对机要工

作人员特别强调了保密、及时准确翻译

和处理电报的重要性。这三句话，是在

漫长而凶险的战争年代，用血的教训凝

结而成的。也正是残酷的斗争、险恶的

环境，迫使很多同志养成了“该帽子知道

的，头发也不能知道”的保密意识。

如今，风平浪静的日子久了，一些

官兵的保密意识有所淡化。有的存在“鸵

鸟心态”，对保密检查持应付态度，甚至

出现反感情绪；有的“掩耳盗铃”，通过

“一键清零”“迎检专用”“自创代码”等

方式逃避检查。岂不知，互联网时代保密

形势更为严峻，看不见的硝烟四处弥漫。

网络背后的黑手无处不在，敌特分子的政

治渗透更趋隐蔽化、情报窃密更趋无形

化、技侦手段更趋尖端化。你永远不知道

屏幕的另一端隐藏着什么，也无法想像军

事秘密一旦泄露，将会造成怎样的裂变式

后果。一密之失将一个人推向深渊，将一

次战争推向失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机不密，事不成。”打仗向来是你死

我活，保密没有“四舍五入”。泄露一个

字节就可能出问题，暴露一帧图像就可

能闯大祸。只有谨言慎行、常抓不懈，时

时紧绷思想之弦、处处封堵泄密漏洞、事

事把牢保密关口，方能真正做到密不透

风、万无一失。

（作者单位：71217部队）

防间保密“非十分不可”
■李召鹏

《天论》中有言：“天行有常，不为尧

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

乱则凶”。此处讲的“常”，就是客观规

律，意即如能顺应规律治理国家和社

会，其结果必然是好的。有人把中国文

化的特点概括为“以变而在”，也是这个

意思。

一个国家的治理如此，一个人做事

也是这样。然而，很多人并不能顺应潮

流、遵循规律办事，不善于适应新的环

境、新的变化，而是局限于老经验、老办

法，不知道随机应变、因势利导，到头来

事倍功半，甚至酿成大错。比如刻舟求

剑、循表夜涉，再比如闭门造车、墨守成

规，最终都沦为了千古笑柄。

《苻子》里有一个郑人，避暑于一棵

大树下，太阳运行，树影也跟着移动，于

是“徙衽以从阴”。到了晚上，又把席子

移回树下。随着月下树影的移动，又像

白天一样，“复徙衽以从阴”，结果“患露

之濡于身”，而且“其阴逾去，而其身逾

湿”。文末由是感慨：是巧于用昼而拙

于用夕矣。白天的树荫可以避暑，晚上

则会降下雨露，不知其变，沾湿衣裳也

就在所难免。

这不禁让人想起《明皇杂录》里的

一个故事：唐玄宗曾下令养过一批能

配合音乐跳舞的马，安史之乱后，其中

几匹舞马流入田承嗣的军队里。不

料，一日音乐声大起，这几匹马就自然

而然地舞动起来了。这可吓坏了饲马

者，以为马疯了，就用鞭抽打。这些舞

马按照惯例，以为被打是因为跳得不

好，于是就更加疯狂地舞起来。田承

嗣知道后，下令狠命鞭打，最后这几匹

马活活地累死了。

这几匹马可悲，而《伊索寓言》里的

驴子则有点可笑。一头驴子先是驮盐

过河，不慎跌到水里，站起来时发现背

上的重量大为减轻，很是高兴，以为学

到了本领。下次驮的是棉花，驴子又故

伎重演，这次却被吸了水的棉花压了个

半死。这也告诫人们，凡事不能受经验

主义的束缚，要因时因地因物而宜，否

则就会闹出笑话甚至酿成悲剧。

跳舞的马和驮盐的驴可悲可笑，但

这样的行为并不鲜见。《精选雅笑》里有

一个山中人到了水乡，于树下闲坐，见

地上有一个菱角，拾而食之，非常甘甜，

“遂扳树逐枝摇看。既久，无所见”，非

常诧异地说：“如此大树，难道只生得一

个？”有人告知菱角长在水中，其人不

信，仍然望着树梢沉吟，不得其解。果

实大多长在树上，但不是全部。不跳出

经验的圈子，山里人永远也想不明白。

古印度格言讲：“生命本来就是这样

子，没有任何东西是一成不变的。”时移

事易，变则通，不变则亡。如果我们不识

变、不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陷入被动。

《论语·为政》载孔子语：“殷因于夏礼，

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

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

也。”孔子在这里把夏、商、周三代变化

的特点总结为两条：一是“因”，就是继

承；二是“损益”，就是变革。继承中创

新，社会就前进。但后来很多时期，由

于封建统治者夜郎自大、因循守旧，畏

惧变革、抱残守缺，将整个国家推向衰

落不堪的境地。

纵观历史，天下潮流，浩浩荡荡，顺

势者昌，逆势者亡。恩格斯说：“假如不

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是会

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梁启超则言：

“路得非生于十六世纪，而生于第十世

纪，或不能成改革宗教之功。”这恰恰说

明，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正所谓

“英雄之能事，以用时势为起点，以造时

势为究竟”。为什么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能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就在于他们

能够把握趋势、掌握形势，超前识变、主

动求变，因势而动、顺势而为，最终得以

创造辉煌、开创伟业。

“不先审天下之势而欲应天下之

务，难矣！”新中国70年来的奋斗历程充

分证明，顺应趋势、因势而谋，才能谋定

后动、抢占先机；因势利导、乘势而上，

才能抓住机遇、成就大业。形势在变、

任务在变、工作要求也在变，我们只有

坚持因时为法、随事而制，变中求新、变

中求进、变中突破，才能踏准时代节拍、

跟上时代变化，将“变革中国”的故事书

写得更加精彩。

遵循“以变而在”之律
■沈 伟 唐晓宇

《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一书中提

到这样一个命题：某个镇上有一大一

小两个医院，大医院每天大约有45个

婴儿出生，小医院差不多有15个。从

概率上讲，男女出生的比例大致相

同，但每天又会有所不同。试问，在

一年内男婴出生率超过 60%的天数，

哪家医院会多一些？

大多数人认为，两个医院一样

多。但是，正确答案是小医院。原因

是，大样本的均值往往趋于总体均

值，而小样本则容易偏离，这就是统

计学中著名的大数定律。然而，在判

断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概率时，人们

往往会将大数定律移植到小样本中，

错误地认为小样本的均值也趋于总体

均值，这就是所谓的小数定律。

从某种程度上讲，战争是一个

“大样本”，是有规律可循的。古往

今来，中华大地战争频仍、战事不

断。新旧王朝的更迭对决，诸侯列

国的攻伐兼并，敌对阶级的殊死搏

斗，催生了 《孙子兵法》《鬼谷子》

《六韬》 等兵学瑰宝，以及“兵者，

诡道也”“军不习练，百不当一”

“师出以律，否臧凶”等千古兵言。

这些优秀的军事著作和军事理论历

经战火洗礼和客观检验，揭示战争

规律，又指导战争实践。

然而，战争是“不确定性的王

国”，如果一味地将“大数定律”移植

到一场场具体的战役甚至战斗中，就

可能得出错误的判断，甚至付出惨重

代价。这是因为，战争普遍规律适用

于“面”，而“点”上的情况则千差万

别。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

也没有一模一样的两场战争。我们常

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而每场战争中的天、地、人等因

素又大相径庭，所起的作用与造成的

影响也各不相同。如果拿一部兵书包

打天下，结果只会像赵括纸上谈兵一

样，最终一败涂地。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一切战争指

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

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

西是没有的。未来信息化战争中，任

何一支军队想要占得先机、赢得胜

利，最重要的就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

析，根据战场情况随机应变、灵活用

兵。兵学智慧的精髓和主脉永不过

时，但必须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以

适应“明天的战争”。

一叶知秋，亦能障目。战场上

“黑天鹅”随时可能出没，需要时时警

惕“小数定律”。我们绝不能墨守成

规，更不能“以全概偏”。只有善于从

“大样本”中探寻规律，从“小样本”

中预防不测，做到运用之妙、存乎一

心，方能防患于未然，多几分胜算。

战场须警惕“小数定律”
■何卫平

有一幅漫画：一个人在用力拆一堵

墙，而旁边就是一扇门，画面上方写着

一行字：不要浪费时间拆一堵墙，解决

之道是找到那扇门。很显然，想要登堂

入室，拆墙事倍功半，开门则轻松而

就。做好新兵思想工作，也要注意找准

那扇“门”。

今年的新兵已经入营一段时间

了，他们身上的时代特征表现得愈

发鲜明。比如，伴随着强起来的中

国长大的这一代青年，言行举止透

出很强的民族自信心和国家自豪

感。再比如，谈影星、歌星、球星

的少了，谈任正非、马云、雷军等

创业者的多了。还有，擅长用多种

渠道获取信息、多元视角看待问

题，习惯根据自己的认识理解得出

结论。思想活跃、观念新颖，主体

意识、参与意识强，喜欢探索未

知，强烈渴望出彩，这种青春天性

赋予了新兵激情和活力。

同时，事物总是一体两面，新兵

受人生阅历和网络时代的影响，认识

局限性也十分明显。有的对“填鸭

式”教育不感兴趣，甚至有所抗拒。

有的把发展目标定得过高，如果两年

服役期内考不上学、提不了干，就会

选择退役回地方发展。有的对军营生

活带有较多理想色彩，对军人走上战

场、直面生死的一面考虑不多，“看到

了帅和酷，却没想到血与汗”。这是新

兵成长的客观实际，也是带兵人必须

面对的一道考题。

新训阶段是新兵军旅人生的“育

苗培根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

离不开浇水施肥、修枝剪叶。他们在

思想上能否快速转过弯来，尽快适应

军营生活，树牢当兵打仗思想，关乎

强军备战打赢，关乎枪杆子能否永远

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人手里。带兵人

是新兵军旅生活的“启蒙者”和“引

路人”，只有聚焦铸魂育人根本任务，

把握主流、把准特点，把尊重规律和

积极引领统一起来，以信任欣赏的态

度对待新兵，以充满真情实感的思想

工作塑造新兵，才能走进新兵的内心

世界，培育出合格的“四有”新时代

革命军人。

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个别带兵

人仍习惯用老眼光甚至戴着“有色眼

镜”看待新兵，把他们个性、观念和行为

方式上的“代际特征”随意贴上标签，有

的甚至因一些新兵身上有弱点不足就

嫌弃苛责。有的单位还存在“重硬件轻

软件”的倾向，关注新兵生活需要多一

些，关注新兵内心需求做得不够，有交

流交谈但不够贴心走心，有关心照顾但

不够细致入微。个别干部骨干甚至“被

动式”爱兵，形式化落实有关规定要求，

对新兵爱不起来、亲不起来、带不起来，

致使新兵对军营缺乏认同感，在部队找

不到归属感，与带兵人之间树起了一堵

无形的墙。

新兵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船

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带兵

先带心，要想拆除与新兵之间的那堵

“墙”，靠蛮力“拆”是不行的，必须用真

心打开那扇“门”。今天的新兵感情更

细腻、心理更敏感，初入军营远离亲人，

渴望被尊重被关心被理解，再多的物质

关怀也代替不了人文关怀，再大的物力

投入也代替不了感情投入。关注他们

的所思所想、所忧所盼，关心他们的冷

暖疾苦、喜怒哀乐，面对面、手拉手、心

贴心，这样的真心真情才是打开心门的

最好“钥匙”。

1933年6月，红军第一方面军在关

于新战士教育问题的训令中指出：教育

新战士要采取启发和诱导式，使他们有

兴趣来参加学习，坚决反对军阀残余的

强迫野蛮式教育。这是我军新兵思想

政治工作的一条有益经验。今天的带

兵人更要发扬传统、保持优势，坚持灌

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善于用新兵乐于

接受的方式方法交流沟通，打开心扉、

摸准脉搏，用讲真话、交真心、用真情团

结凝聚新兵，切实帮助他们校正思想偏

差、健康茁壮成长。

拆
一
堵
墙
不
如
开
一
扇
门

■
卢
建
武

一些官兵反映，经常被莫名其妙
的“朋友”请求添加微信好友，还时不
时被拉入各种“折扣群”或被分享不明
链接。微信作为时下流行的社交工
具，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要
防止在不经意间造成经济损失，甚至
出现失泄密问题。

这正是：
微信交流真便利，

乱加好友须警惕。

严于律己拒诱惑，

规范使用守法纪。

王 欣文 张学士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