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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

了时代关。而要过好网络关，要求基

层官兵必须具备良好的网络素养。

新颁布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指

出，要“积极适应信息网络时代特点，

创新理念方法手段，用好用活网络平

台”；要“教育引导官兵科学识网、正确

用网、依规上网，提高网络政治素养、

文明素养、法治素养和安全素养”。贯

彻落实《纲要》，要求基层带兵人高度

重视官兵网络素养的培养，使基层更

好地适应信息网络技术发展，真正过

好网络关、时代关。

今天，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网络

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

分。广大官兵面对的是由移动互联、

移动视听、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大数

据、新媒体等构成的新网络。面对无

处不在的网络，我们无法回避，更不能

“躲进小楼成一统”，只能积极适应，切

实让网络为我所用，成为战备、训练、

教育、管理的“效能倍增器”。

不可否认，网络是一把双刃剑，能

够为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便利，但也

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负面舆情，甚至

是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攻击。要想规

避风险，用好用活网络，最重要的就是

提高官兵的网络素养。

事实上，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互

联互生、相互影响。现实生活中有的，

虚拟网络迟早会有；虚拟网络中出现

的，现实生活中必定有原型。广大官

兵如果不懂网络，不善于运用网络，不

能在网络大潮中学会“游泳”，就无法

适应时代，无法适应信息化战争，甚至

无法有效开展工作。可以说，提升官

兵网络素养早已从他律要求转为自我

需求、时代需要。

从当前疫情防控斗争来看，一些单

位之所以能够很好地统筹疫情防控和

基层全面建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

于基层带兵人具备良好的网络素养，能

充分利用网络手段开展各项工作。有

的组织网上课堂，以班为单位开展“线

上教育”；有的开展网上专业技术学习，

让“云训练”成为一种训练方式；还有的

开设专题网页，发布疫情信息、防控方

法，提供政策解读、在线阅读、心理疏导

等网上服务，及时让官兵掌握疫情防控

知识和要求。事实证明，确保疫情防控

和基层建设两手抓、两不误，离不开先

进高效的网络平台，更离不开广大官兵

较高的识网、用网、上网能力。

疫情防控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

大考。网络素养是高是低，在这次危

机中得以很好地检验。那些官兵网络

素养高的单位，疫情对战斗力建设的

影响就很小。反之，平时不善于运用

网络，在这次危机中就难以考出高

分。今天，全中国都在加速数字化转

型应对时代剧变。基层部队要想适应

时代发展变化、全面应对未来信息化

战争挑战，必须加快培养官兵网络素

养，真正让科技强军深入人心，让官兵

走在时代前列、走在战争前沿。

提高网络政治素养。网络空间有

原则、有主权、有话语权。在大是大非

和重大原则问题上，广大官兵必须讲

政治，有担当；当战士，不当绅士，坚决

捍卫国家利益、捍卫网络主权。

提高网络文明素养。网上的一言

一行、一举一动，反映的是文化修养、

文明素养。带兵人要积极引导官兵文

明上网，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

设，营造健康网络生态，使我们的网络

空间更加清朗。

提高网络法治素养。网络绝不是

法外之地。网络面前人人平等，良好

的网络秩序靠法治来保障。广大官兵

应当熟悉网络法规和保密要求，依法

依规用网上网，不触碰网络底线红线，

不该在网上说的绝不在网上说，防止

网络失密泄密。

提高网络安全素养。网络空间，也

是国家的安全空间。未来的安全威胁，

有的来自现实生活，还有的来自网络空

间。特别是现在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新

情况新问题往往因网而生、因网而增，

许多错误思潮也都以网络为温床生成

发酵，互联网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

战场。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能否顶得

住、打得赢，直接关系国家政治安全、文

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培养官兵

网络安全意识，了解掌握网上攻防知识

策略，提高网络信息识别能力，科学认

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识网、用网、上网

水平，推动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成为事

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时代在发展，战争在改变，网络素

养的培养永远在路上。随着广大官兵

网络素养的不断提高，我们一定能走

在时代前列，提高工作效益，迎接各种

挑战，打赢未来战争。

（作者单位：第79集团军某旅）

尽快提高基层官兵网络素养
—贯彻落实《军队基层建设纲要》系列谈④

■刘海涛

长城瞭望

时下，少数年轻干部总喜欢跑跑颠

颠干点具体活，流些皮肉之汗，但一坐下

来学习就“头大”，不愿在头脑里多流汗、

多出“思想之汗”。这一现象，值得反思。

思想上的锈蚀，比枪口炮管的锈

蚀更可怕。流身体之汗，为的是锤炼

胜战本领，战时少流血；流“思想之

汗”，为的是培根铸魂，强基塑能。年

轻干部在流皮肉之汗的同时，也要经

常出出“思想之汗”，提升理论思维，

扩容能力素质，化解矛盾问题。

年轻干部沐浴着改革春风长大，对

党有着天然朴素的情感，但缺乏相对系

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严格的党

内政治生活锻炼，满足于浅阅读，喜欢吃

理论“快餐”。在理论武装上，如不主动

加压下苦功夫，多学一点，深学一层，满

足于浅层次寻章摘句，就难以学懂弄通，

系统掌握。出“思想之汗”是一个艰苦乃

至痛苦的过程，必须拿出“苦行僧”般的

劲头。只有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

理，强读强记，常学常新，加强思想砥砺

和改造，及时“出汗排毒”，才能筑牢信仰

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绳短不能汲深井，浅水难以负大

舟。担当强军重任，需要决心意志，更

需要铁肩膀。年轻干部要常扫思想上

的灰尘，常思能力上的短板，常查行为

上的不足，认清自身的短板，看到与强

敌的差距，常怀本领恐慌、能力危机。

只有多出“思想之汗”，把学习与工作结

合起来，多一些理性思考，少一些盲目

跟风；多一些实践锤炼，少一些冲动蛮

干，才能在经风雨、见世面中长才干、壮

筋骨，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真本事。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年轻

干部缺乏基层和艰苦地区磨练，工作

经验不足，更加需要思在前、想在前，

未雨绸缪。从现实角度看，防范重大

风险的应对之策，加强全面建设的创

新之策，政策落细落实的具体之策，都

必须把单位情况摸清，官兵思想底数

摸透，结合实际深思熟虑。如果头脑

里没有想法，谋事没有章法，落实就难

有招法。奋进新时代长征路，就要把

初心使命铭刻在心，树牢问题导向，发

扬斗争精神，敢于酣畅淋漓地出“思想

之汗”，把经验总结好、教训吸取好，当

攻坚克难的奋斗者、开拓者。

也要多出“思想之汗”
■吴继宏

长城论坛

“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

者也。”坚持“关口前移”，才能敏锐感知安

全隐患，精准发现问题，科学预判风险，及

时做好预防工作。

疫情是一场大考，考验着我们处置

未知风险、把控复杂局势的能力。应对这

场大考、夺取战“疫”胜利，“关口前移”是

一个有效手段。因为“关口前移”，在节后

复工、人员流动大的背景下，疫情蔓延势

头得到控制；因为“关口前移”，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正在有序恢复。

明者远见于未萌，智者避危于无

形。做好疫情防控需要“关口前移”，开展

部队各项工作同样如此。危机刚显现苗

头时，早预防早发现，整治成本较低，也相

对容易。一旦危机成形，“黑天鹅”出现、

“灰犀牛”成群，纠错成本就会倍增，甚至

付出惨重代价。从战备训练到教育管理，

从正风肃纪到安全保密，都需要做好“关

口前移”工作，及时预警、未雨绸缪、见微

知著，治好“未病”，避免小病酿成大疫。

见兔顾犬、亡羊补牢，不如积谷防饥、

曲突徙薪。工作实践中，仍有个别党员干

部不重视“关口前移”，有的躲在办公室里看

材料、守着电话搞调研，不愿意扑下身子、沉

到一线；有的眼睛只盯着上面、脑子总想着

官位，对来自基层的真实声音反应迟钝、漠

然麻木；有的无所用心、不爱学习、不愿思

考，敏锐性不强，忧患意识差……凡此种

种，导致个别单位小隐患没人管、小毛病没

人治，出了问题、发生事故才后悔不已。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做到“关口前

移”，要求我们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防范

意识，对任何隐患都高度重视，对潜在的风

险有科学预判，努力将其消灭在萌芽状

态。能不能实现“关口前移”，考验的是广

大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和责任担当。倘

若心存侥幸，看形势总是一片大好，抓工作

缺乏前瞻谋划，遇事临时抱佛脚，关键时刻

就会无所适从，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孙子兵法》云：“军无百疾，是谓必胜。”

强军兴军的征途上，要想“无百疾”，就必须

多做“关口前移”的预防工作，备好抵御和应

对风险的“工具箱”，构筑规避和化解风险的

“防火墙”。唯此，方能消未起之患、治未病

之疾，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作者单位：北部战区陆军政工保

障室）

多做“关口前移”的预防工作
■王 宁

画里有话

漫画作者：洛 兵

雏鹰学飞时，鹰妈妈会把畏惧不前

的小鹰从悬崖上推下去。雏鹰被动地选

择了“死地”，却激发出了生命的最大潜

能，很快掌握了飞翔的本领，成为翱翔蓝

天的雄鹰。

雏鹰断掉退路的故事，让人想起一等

功臣、陆军“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谭

斌的先进事迹。一场海上联合登陆作战

演习中，面对3次拖救均告失败的两栖战

车，在指挥所不得已下达“人员撤离、准备

弃车”命令的情况下，谭斌请求放手一搏，

最终在惊涛骇浪间成功抢修战车，使之重

回战斗序列。生死考验面前，谭斌用不留

退路的壮举为自己赢得出路，诠释了新时

代革命军人的血性担当。

当然，安排任务时留好“预备队”，作

战筹划时设计好“撤退路线”，这在特定

环境中不失为明智之举。但是，以退路

为借口，凡事留一份力气、犹豫观望，就

只能成为困难障碍的手下败将。《孙子兵

法》云：“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

生。”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第

113师一路向前，14小时奔袭72.5公里，

抢占了三所里，堵住美军退路。历史证

明，战争不仅是力与智的较量，更是意志

和决心的博弈。在一定条件下，意志和

决心所发挥出的能量，甚至可以改变整

个战场的局势，赢取最终胜利。

战争是最残酷的领域，容不得潜意识

里的半点自我懈怠与瞻前顾后。倘若意志

不坚，时时准备知难而退，平时演训中就不

会有“面对突发险情挺身而出，面对危急情

况果敢处置，面对生死考验不怕牺牲”的行

动自觉；战时也不会以“为了胜利一无所

惜”的坚定信念排除万难，争取胜利。

敢于断掉退路、赢得出路，离不开硬

功夫、真本事。没有平时的千锤百炼、全

力以赴，就没有关键时刻的化险为夷、克

敌制胜。海军某潜艇支队372艇深海航行

时曾遭遇严重的“水下断崖”，警报响起

后，官兵们瞬间做出反应，3分钟内全艇各

舱室封舱完毕，最终险情被成功处置。

战争没有预演。一旦上了战场，少有

退路可言。我们开展实战化训练，也应多

采取一些自断退路之举，坚持练到极致、突

破纪录，在风险和挑战面前不言退、不放

弃。如此，才能激发出自己最大的潜能，突

破心理、生理、意志等方面的极限，实现能

力素质的升级，练强制胜战场的本领。

（作者单位：第78集团军某旅）

断掉退路 赢得出路
■韩相春

谈训论战

一位基层干部抱怨：“本来满怀期

待向上级请示工作，却被告知‘你看着

办’，瞬间不知‘该咋办’……”“看着办”

在一些领导干部话语中屡有出现，实属

不应该。

基层官兵是上级决策部署的具体执

行者，工作干劲足、攻坚能力强，但未必

事事都能创造性抓好落实，有些新领域、

新任务仍需领导机关指导帮带。如果领

导干部不及时把方向、理思路、教方法，

只是用“看着办”来搪塞推诿，必然会让

基层失望，挫伤官兵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看着办”是官僚主义的做派，是一

种不好的领导作风。领导干部不作为、

慢作为，凡事甘当“甩手掌柜”，对工作落

实不上心、不关心、不尽心，就是对部队

建设的极端不负责任。

当前，我们正行进在强军兴军的伟

大征程上，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破解各种

矛盾困难，无不需要领导干部的智慧和

担当。领导干部只有坚持以“局内人”的

角色参与其中，及时跟进指导，主动帮助

基层解难题、开新局，才能推动新时代强

军事业不断发展进步。

少说“看着办”，多想“该咋办”
■杨富强

防控措施严而又严，不留一点漏洞；

同时坚持对官兵实施人文关怀，全面做

好关心关爱工作……疫情防控期间，有

些基层部队在管理上既有硬度，又有温

度，赢得官兵点赞。

新颁布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指出，

“坚持严格要求同热情关心相结合，坚持

纪律约束同说服教育相结合”。这一规

定，对基层管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管理

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管理工作做

得好，部队才有战斗力；管理工作做不好，

部队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对于管理工作，很多带兵人都会说，

那还不简单，坚持严字当头、硬而又硬就

行了。殊不知，官兵是有情感的。只强

调硬的一手，不抓软的一手；只讲严格

要求，不讲人文关怀，那就不是好的管

理，就是与时代脱节、同官兵拧着劲的管

理。

“慈其心，不慈其行。”做好管理工

作，带兵人一方面要严格要求、严格训

练，让官兵经风雨、历寒霜，锻造出能打

仗、打胜仗的“刀尖子”；另一方面，要真

心关爱官兵，满足他们的心理诉求、精神

渴求、成长需求、生活要求，解决好他们

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使之把全部

心思和精力聚焦到练兵备战上来。

时代在发展变化，管理工作也要与时

俱进。每名带兵人都应熟悉并深研现代

管理要求，坚持依法带兵、以情带兵、文明

带兵、科学带兵，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提

高部队专业化、精细化、科学化管理水平，

努力带出响当当的连队、呱呱叫的兵。

（作者单位：31662部队）

既要严格要求，又要热情关心
■赵炫竹

今年年初，习主席给“硬骨头六

连”全体官兵回信。这支有着光荣传统

的英雄连队再次走进人们的视线。

“硬骨头六连”官兵常说，要成为

战时的刀尖子，平时就得把自己当成

刀来磨。他们总是瞄着对手砺剑、紧

盯强手练兵。移防2年多来，六连先后

接受 5个连队 7次挑战，保持不败战

绩，在一次次比拼中拉长短板、提升

能力。与六连交过手的官兵都讲，六

连官兵骨子里有一种见旗必扛、逢战

必胜、爱拼敢赢的劲头。六连这种矢

志强军打赢、苦练杀敌本领的决心意

志值得我们学习。

基层是战斗力的“刀尖”。基层战

斗力过硬，我军才能克敌制胜。要锻造

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必须把连

队练成刀尖子，把官兵练成小老虎。俗

话说，金不炼不纯，刀不磨不利。提高

基层实战本领，需要有“把自己当成刀

来磨”的自觉意识、主动意识。倘若连

自己都不愿自我加压，只愿“躲在刀鞘

里避风雨”，迟早会锈迹满身，何谈上

阵杀敌？

近年来，很多基层单位坚持在练兵

备战中走在前列，积极参加群众性练兵

比武活动、参加演习演练和对抗训练，

很好地磨砺了硬功，也把自身锤炼成一

把利刃。然而，也有少数单位自我磨砺

意识不强，练兵备战的视野境界不高。

有的把自己局限在“庭院里”“池塘

里”，只满足于操场优秀，与实战化训

练还有一定距离；有的面子思想严重，

只想胜利不想失败，不愿与强手硬手过

招对抗；还有的用消极保安全思想主导

一切，不愿涉险涉难训练，片面追求

“车不掉漆、人不掉皮”。诸如此类的问

题不解决，就不可能把官兵练成能打

仗、打胜仗的刀尖子。

短板不补，必有祸患。磨刀，贵在知

道磨在哪里，用力在哪里。只有这样，磨

出来的刀才既快又好用。把自己当成刀

来磨，就要瞄准短板弱项来练。很多单

位年年练兵，年年都停留在一年级，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没有针对性，不注重解决

自己的短板问题。很多单位缺乏的不是

基础训练，而是高科技训练。譬如新技

术如何运用？新质作战力量如何锻造？

信息系统如何高效沟通？体系能力如何

形成？坚持把这些问题解决好，战斗力

这把“刀”才能达到吹毛刃断、切金断玉

的效果。

“宁要狂风暴雨中的良好，也不要

风平浪静中的优秀。”艰苦环境最能磨

炼意志、作风和本领，战斗力建设同样

如此。没有电磁干扰，没有意想不到的

情况，缺少战场真实环境，看似取得优

秀成绩，其实是自欺欺人！战场有多残

酷，平时训练就要有多复杂。只有多设

危局、险局、难局、困局，多开展复杂

课目训练，才能真正磨砺出适应战场、

打赢战争的过硬本领。

把自己当成刀来磨，贵在选好磨刀

石。“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过硬

的素质，首先要靠强大的对手锻造。为

了磨出“刀尖子”，基层单位一方面要

敢于找高手较量，积极参加比武竞赛、

对抗训练、演习演练，在对抗中查缺补

漏、取长补短；另一方面，要精准研究

作战对象，包括对手的作战思想、兵力

构成、武器装备、战法训法、文化特征

等，深入进行攻防演练，多发现自身不

足、多总结破敌之招。如此，到了未来

战场，我们才能像训练一样打仗，做到

料敌如神、胜敌在先。

（作者单位：96711部队）

把
自
己
当
成
刀
来
磨

■
陈

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