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加强战
斗精神培育，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精神，把官兵带得很有血性，把部队带
得虎虎生威。”联系习主席在古田全军
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血性就是战斗精
神”“要着力抓好战斗精神培育”等重要
指示，我们深切感到习主席对培育战斗
精神高度重视、反复强调，有力推动了
新时代我军战斗精神培育工作。实现
强军兴军，培塑战斗精神是必然要求，
也是加强新时代部队思想政治建设的
重要任务。

理想信念是强化战斗精

神的指南针，必须学深悟透

习近平强军思想，在提高思想

认识中激发源动力

坚定的政治信仰、政治立场是战
斗精神的根本所在。一支军队的凝聚
力、战斗力从何而来？来自理想信念
和价值观念的高度认同，来自思想上
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
心同行。古田会议决议强调必须坚持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解决了“听谁指
挥、怎样指挥”的问题。回顾古田会议
以来我军 90 年的光辉历程，铁心跟党
走、永远忠于党是流淌在官兵身体里
的红色基因。习近平强军思想是时代
精神的精华，是人民军队的强军胜战
之道，蕴含着强军打赢的科学方法论，
对于强化战斗精神起着领航定向、凝
心聚气的根本作用，必须用以武装头
脑、铸魂励志。

在精学精研上下功夫。习近平强
军思想博大精深，仅作一般性的学习
理解是不够的。要坚持读原著、学原
文、悟原理，采取领导干部授课辅导、
基层理论骨干领学导学等方法，组织
官兵系统学习《习近平论强军兴军》
《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纲要》等基本教
材，深刻理解把握其重大意义、科学内
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用以凝聚能
打仗、打胜仗的意志力量，进一步提高
思想认识，不断打牢培塑战斗精神的
思想政治基础。

在深思深悟上下功夫。思考的深
度决定笃信的程度。扎实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
军重任”主题教育，广泛组织“学强军思
想、讲强军故事、干强军事业”群众性主

题实践活动，引导官兵深刻领悟习近平
强军思想蕴含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刻理解
“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的时
代要求，推动理论武装向信仰原点落、
往灵魂深处走。

在真用真做上下功夫。坚持问题
导向，把解决问题作为理论与实践相
统一的结合点、切入点。习近平强军
思想是新时代推进强军事业的指导思
想和行动指南，是认识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金钥匙”，必须把学习
成果转化为破解战斗力建设瓶颈问题
的思路举措和实际行动，切实拿出提
升战斗力的真招实策，以巩固深化理
论武装成效。

使命任务是砥砺战斗精

神的磨刀石，必须更加突出实

战导向，在锻造过硬本领中提

升胜战能力

战斗精神培育既是一个教育问题，
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古田会议决议鲜明
提出了我军性质和基本任务，解决了“为
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使红军官兵
在战火中历练成长。在长期和平时期，
军队保持旺盛不衰的战斗精神尤为不
易。要将遂行使命任务作为培塑战斗精
神最经常、最宝贵的实践平台，把战斗精
神培育渗透到战备训练、任务考验、日常
养成的全过程各领域，在强军兴军生动
实践中不断砥砺培育。

在实战实训中淬火。精神本自磨
砺生，只有在实战实训中不断淬火，战
斗精神才能融入官兵血脉。应把战备
训练作为培养顽强战斗精神的大课堂，
按照“像打仗一样训练，打仗需要什么
就练什么”的要求，将“残酷”“流血”“对
抗”等浓浓战味引入演训课目，有意识
设危局、摆险局、加难局、布残局，加大
难度、强度、险度，使参训官兵始终处于
战时状态、闻到战场硝烟、体验作战感
觉，在真刀真枪的比拼中锻铸处变不
惊、临危不惧、遇挫不馁、百折不挠、绝
地求胜等意志品质。

在重大任务中磨砺。任务是检验战
斗精神的试金石。应结合完成抢险救
灾、军事演训等重大任务砥砺军人血性，
叫响“打头阵、当先锋、争第一”等口号，
培养“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
队”的顽强作风，力求在参加重大活动
中强化战斗意志，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
中检验战斗精神，在点滴积累中铸就军
人血性。

在日常养成中培育。培育战斗精

神必须日积月累、久久为功。应把着
力点放在规范官兵日常养成上，寓于
平时严格训练和教育管理中，充分发
挥条令条例、规章制度的行为引导和
约束规范作用，将集合站队快、歌声
呼号响、遵守纪律严、吃苦精神强等
作为平时强化战斗精神的基本素养，
引导官兵在一言一行、一点一滴、一
举一动中强化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
号令意识，培养令行禁止、雷厉风行
的战斗作风。

红色基因是培育战斗精

神的营养剂，必须赓续传承红

色血脉，在回归优良传统中焕

发生命力

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是战斗精神的
核心元素，是官兵血性胆气生生不息的
血脉和深深根植的沃土。我军政治工作
“十一个坚持”的优良传统，就是滋养革
命军人战斗精神的“红米饭、南瓜汤”。
培育战斗精神，必须坚持用我党我军光
荣传统凝魂聚气，用可歌可泣的英雄事
迹感染熏陶，用牺牲奉献的先进典型引
领示范。

盘活红色资源感染。驻地革命遗
址、烈士陵园和部队军史馆、荣誉室等红
色资源，是培育战斗精神的富矿。应广
泛开展“红色故事大家读”“红色歌曲大
家唱”等活动，通过瞻仰战斗遗址、缅怀
革命先烈，在红色氛围中唤醒红色记忆、
播撒红色火种、接力红色火炬，在“润物
细无声”中培育官兵的战斗精神。

运用革命文化熏陶。我党我军的
革命文化是培育战斗精神的深厚土
壤。应坚持以文化人，传承红色文化，
打造强军文化，大力营造“谋打仗、强
本领、练打赢”的良好氛围，让营区角
角落落弥漫着浓烈的硝烟味；坚持以
史醒人，多讲战史战例战将，深入开展
党史新中国史军史学习活动，让官兵
从革命历史人物光辉事迹中感悟崇
高、砥砺血性。

培育典型模范感召。一个典型就是
一面旗帜。着眼新时代战斗精神培育的
新内涵、新标准、新要求，注重挖掘官兵
身边的人和事，大力宣扬善谋敢战、比武
夺冠的先进典型，让训练尖子、比武状
元、岗位标兵戴大红花、上光荣榜，使广
大官兵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让血性胆气

在典型感召中传承弘扬。

率先垂范是激发战斗精

神的倍增器，必须始终坚持以

上率下，在知行合一中强化感

召力

各级干部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
是战斗精神的生动实践者、集中体现
者。练兵先练将，强军先强官。党委机
关和领导干部处在谋划指导和推动落实
的重要位置，必须在培育战斗精神上强
化言传身教、身体力行的示范带头作用，
跑好“第一棒”、当好“领头雁”，引领官兵
强化真打实备战斗信念、敢打必胜战斗
血性、英勇顽强战斗作风，切实使备战打
仗成为党委的第一要务、主官的第一责
任、官兵的第一职责。

带头谋战备战。党委的政绩导向
立在哪里，官兵心思精力就投向哪
里。应把政绩追求锚定在主责主业
上，把政绩标准聚焦到备战打仗上，深
入纠治过日子的和平思想、重建轻战
的惯性思维、偏离中心的工作导向、束
缚打赢动力的机制套路和久治不愈的
“五多”问题，真正克服“二八现象”。
对训练花架子、演习走过场、战备不落
实等问题实施“零容忍”，以严肃“打
假”根治“假打”，真正以严实作风建
打仗的班子、练打仗的干部、育打仗的
战士。

带头攻坚克难。勇于攻坚克难是战
斗精神的重要体现。领导干部必须始终
坚持以备战打仗为中心，深入一线摸情
况、抓训练、解难题，主动议训、领训、参
训，着力解决制约战斗力生成的瓶颈短
板问题，亲抓实抓、攻坚克难，引领带动
官兵自觉练兵备战，以“头雁效应”激发
“群雁活力”。

带头正风肃纪。正风肃纪关乎党
风军威，是加强部队战斗力建设的关
键一招。必须始终警惕“血脉基因异
化”“革命本色蜕化”带来的现实危险，
带领官兵多红脸出汗、勤洗澡治病，治
愈理想信念上的“软骨病”，做对党赤
胆忠诚的革命战士。应紧盯杀伤力
大、反映强烈的各种“微腐败”，大力纠
治发生在官兵身边的不正之风，以清
风正气培育战斗精神，切实汇聚起强
军兴军的磅礴力量。

（作者单位：武警江西总队）

奏响战斗精神的时代乐章
■徐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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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深入
推进，广大官兵依法带兵、文明带兵意
识不断增强、素质不断升级。但也要
看到，离兵、远兵、冷兵、怕兵、哄兵、吓
兵、疲兵等习气，在少数基层带兵人中
仍未完全绝迹。须懂得，基层带兵人
要真正树威立信，以情带兵、依法带
兵、文明带兵才是正道。

多用真情。经过全军上下共同努
力，曾经出现的打骂体罚现象在部队
已难觅踪迹，但一些带兵人的“冷暴
力”并不鲜见，使一些战士倍感煎熬。
有的搞“情感暴力”，不远不近也不亲、
不打不骂也不爱，把有的战士推到“情
感的荒漠”；有的搞“态度暴力”，把战
士单纯当作管、批、罚的对象，缺乏真
情真爱；有的搞“语言暴力”，骂骂咧

咧、语言粗俗，久而久之给战士带来难
以抚平的心灵创伤。出现这些现象，
根本原因还是带兵人对兵的感情出了
问题。俗话说“感情深、理钻心，感情
浅、理走远”。只有把深深的情、浓浓
的爱用在战士身上，所带的兵才会内
心服你、真心信你。

坚持原则。以松动原则换取信任，
以松散纪律换取感情，规章制度、条令
条例的执行就会大打折扣、失去效力。
现实表明，江湖习气蔓延盛行，旁门左
道就会取代阳关大道，歪门邪道就可能
大行其道，官兵关系、带兵威信、军心士
气必然会受到极大销蚀。基层带兵人
一定要从小事小节做起，远离江湖习
气，始终做到讲党性不徇私情、讲原则
不念小利、讲正气不沾邪气、讲规矩不
谋关系，坚持党的事业第一、原则制度
至上。

善于批评。出于对战士关心，对他
们所犯错误应当以善意批评为主，以事

实为依据，以纪律为准绳，摆事实、讲道
理，使他们能够知错改过，切不可动辄
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批评应注意
方式方法，多当面批评，不背后议论；善
个别批评，不公开训斥；多以理服人，不
以权压人。同时，要做好批评后的工
作，不能批完了之，以免积压矛盾。

秉持公心。带好战士、助人成才是
基层带兵人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亮堂堂
的使命。战士最在意的是带兵人的公
心。只要出于公心，真心关爱、真情付
出就能赢得战士的信任信赖。今天你
在训练场上与战士一道摸爬滚打，明天
战士就能跟你走上战场冲锋陷阵。无
私而无畏，无欲则能刚。如何处理考学
提干、士官选改等涉及战士切身利益的
敏感问题，最能检验基层带兵人的公信
度和公平心。基层带兵人只有彻底摒
弃“小九九”“小算盘”，做一个公道正
派、大公无私的“大写”的带兵人，才能
真正在战士心中树起标杆、立起威信。

文明带兵威自高
■安宇梁 朱权见

习主席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
要讲话中强调指出，领导干部要坚持
在重大斗争中磨砺，越是困难大、矛盾
多的地方，越是形势严峻、情况复杂的
时候，越能练胆魄、磨意志、长才干。
习主席的重要指示，着眼实现中华民
族复兴伟业，深邃洞察国际国内斗争
形势，为广大干部发扬斗争精神、增强
斗争本领指明了实践路径和根本方
法。

斗争精神、斗争本领不是与生俱
来的，重大斗争实践是干部成长的磨
刀石。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只有
投身到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
斗争中摔打磨砺，才能锻造成为敢于
斗争、善于斗争的战士，真正承担起新
时代赋予的使命任务。

坚持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中锤

炼胆魄。党的十九大把“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摆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三大攻坚战的首位。实践充分表
明，重大风险挑战最能历练胆魄。前
进道路上，风险挑战必然相伴而随，
要求广大干部必须迎难而上、奋勇斗
争。敢于亮剑，越是艰险越向前，在
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
大是大非问题上始终立场坚定、旗帜
鲜明，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敢于交锋、
坚决斗争、奋战到底。敢于担当，强
化“等不起”的责任感，“坐不住”的紧
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沉着冷静、
客观理性地应对重大风险，下好先手
棋、打好主动仗，以“逢山开路、遇水
架桥”的勇气，积极寻找处置风险的
有效对策，当好应对重大风险的中流
砥柱。敢于斗争，在改革发展稳定工
作中敢于啃硬骨头，在全面从严治党
上敢于较真碰硬，在维护国家核心利
益上敢于针锋相对，遇强更强、愈挫
愈勇，在重大风险考验中锤炼越是艰
险越向前的血性胆魄，坚定“狭路相
逢勇者胜”的信心意志。

坚持在克服重大困难阻力中磨

砺意志。平静的湖水练不出好舵
手，顽强的意志须经风吹浪打。新
时代，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
有，面临的困难阻力也前所未有。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
尚未解决，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
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
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
务依然繁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
锐复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有待加强，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
策措施需要进一步落实。然而，山
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
下去，定能到达。在经风雨中坚定
信念，无论历经多少艰难，付出多大
牺牲，都不能忘了为什么出发，不能
忘了肩负的使命任务，始终信念如
磐、意志如铁、初心不改，做到“千磨
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在
见世面中强大内心，既能容得下征途
顺利时的春风得意，谦虚谨慎、戒骄
戒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也能容得
下前进受挫时的沉重打击，淡定从
容、乐观向上、不言放弃，做到“不管
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在壮筋骨
中磨练毅力，遇到挫折撑得住，关键
时刻顶得住，扛得了重活、打得了硬
仗、经得了磨难，在克服困难、破除
阻力的征途中强筋健骨、提振精气
神，真正在克服重大困难阻力中，把
自己锤炼成为一名勇于破坚冰、攻
堡垒、拔城池的新时代奋斗者。

坚持在解决重大矛盾问题中增

长才干。在解决矛盾和问题中积累
经验、增长本领，是最直接最有效的
方法和途径。深化改革已走过千山
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前进道路上

诸多重大矛盾问题叠加，既涉及国际
形势、国家安全等方面的问题，也包
括城乡一体化发展、生态文明建设、
政府职能转变、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
领域的问题，事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服
这些“娄山关”“腊子口”的复杂性、艰
巨性前所未有，既是对广大干部能力
的重大考验，也为锻炼成长提供了重
要课堂。历经风霜雪雨，才能长成参
天大树。注重思想淬炼，坚持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
解决重大矛盾问题，强化主动向党中
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看齐、向党的各项决策部署看齐的高
度自觉，炼就思想上的“金钟罩”。强
化政治历练，化解矛盾、解决问题首
先从政治上考量,做到谋划考虑政治
要求,实施考虑政治影响,检验考虑政
治标准，切实积累政治经验，炼就政
治慧眼。坚持实践锻炼，到改革前沿
去，到斗争一线去，到矛盾和问题最
集中的地方去，敢接“烫手的山芋”，
勤当“热锅上的蚂蚁”，在层层历练中
积累经验，在摸爬滚打中锤炼敢战、
能战、胜战的斗争本领。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军事基

础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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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要论

要加强战斗精神培育，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把官兵带得很
有血性，把部队带得虎虎生威

理论纵横

斗争需要勇气，也讲求艺术 。

习主席指出，要注重策略方法，讲求斗

争艺术。这一重要论述为进行伟大斗

争指明了方向道路，提供了方法思

路。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

部来说，增强斗争本领，提升斗争艺

术，就是要根据形势需要，及时调整斗

争策略，把握好斗争的时、度、效。

准确选取斗争时机。“善将者，必

因机而立胜。”在战争中，把握住战机

才能赢得主动；倘若贻误战机，则易陷

入被动，败走麦城。同样，进行斗争、

解决问题也存在最佳时机。抓得住，

问题就可迎刃而解；错过了，则可能引

发次生效应。然而在现实中，遇到重

大矛盾问题，时机未到而贸然行事者

有之，时机成熟却观望彷徨者亦有

之。在情况不明时逞匹夫之勇，或是

面对契机游移不定，都会错过斗争的

最佳窗口期。如此一来，不仅难以有

效解决问题，还会让小问题发展成大

问题，个别问题演化成普遍问题，甚至

可能导致问题积重难返。一名成熟的

领导干部，必须善于审时度势、相机行

事，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

题上灵活机动。在机遇到来前，保持

“风狂雨急时立得定”的战略定力，主

动作为，塑造有利态势，积极地“等”；

当机遇来临时，头脑特别清醒、立场特

别坚定，能够屏蔽噪音杂音，在“波诡

云谲、惊涛骇浪”中抓住时机、果断出

击，如此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合理把握斗争火候。凡事有度，

过犹不及。列宁曾经说，“只要再多走

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

步，真理便会变成谬误”。达不到一定

的度，就不能保证一定事物的质，超过

一定的度，就使事物的质受到破坏，走

向自己的对立面。同样，在进行斗争

时，也要把握好斗争火候。火候不够，

难以触及骨髓，无法根除病灶；火候太

过，将“斗争”变成“争斗”，就违背了斗

争的初衷。领导干部要做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的战士，就要在斗争中注重

策略方法，拿捏分寸火候，透过现象看

本质，科学研判形势发展的未来走向、

蕴藏其中的机遇和挑战、有利因素和

不利因素，抓好战略谋划，如此才能牢

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

努力追求斗争实效。没有斗争，

就没有胜利。我党我军在斗争中诞

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井

冈山时期，古田会议的“炉火”为党对

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定

型；长征路上，遵义会议召开，成为红

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延安整风，使党

内军内的思想行动达到了空前统一，

为夺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最终胜

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事实证明，斗

争之路，非胜即败；斗争想胜利，关键

在彻底。倘若该发声时不发声，该亮

剑时不亮剑，只想出彩不想出力，只想

守摊不敢闯滩，不敢直面困难、较真碰

硬，这就成了浮于面上、缺乏实效的

“伪斗争”。今天我们进行伟大斗争，

实 效 就 体 现 在 化 解 矛 盾 、解 决 问

题。习主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斗

争，从来都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

去的。全军广大官兵特别是领导干

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

大斗争，必须发扬斗争到底的精神，必

须时刻以“有没有找到根本性问题”

“有没有解决根本性问题”检视自我行

动，校正斗争方向，如此才能确保斗争

实效，不断取得新胜利。

斗争的时、度、效是一个有机整

体，必须将三者统筹把握。有效应对

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

力、解决重大矛盾，就需要领导干部涵

养高超的斗争水平，将斗争的时、度、

效统筹起来，把斗争艺术与本职工作

紧密结合，在复杂严峻的斗争考验中

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在工作中发

扬斗争精神，在斗争中解决重大矛盾，

不断增强斗争本领，真正将斗争艺术

和策略方法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动力之

源，切实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

代使命任务。

（作者单位：75222部队）

把握好斗争的时度效
■杨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