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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历史条件如何变化，对
党忠诚，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
最终要落到听党话跟党走、为党旗
增辉的实际行动上

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有这样一

个历史细节：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

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

走。了解长征历史的人都清楚，这个“向

南走还是向北走”，绝不是军事战术问

题，而是事关方向的问题，是忠心跟党走

在红军队伍里的集中体现。

习主席强调指出：“我们党一路走来，

经历了无数艰险和磨难，但任何困难都没

有压垮我们，任何敌人都没能打倒我们，

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长征途

中，红军将士讲得最多的就是“只要跟党

走，一定能胜利”。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

定命运。回望彪炳史册的二万五千里长

征，红军将士时刻直面革命与反革命的生

死较量、党内团结与分裂的尖锐斗争、官

兵生理心理与极端恶劣自然环境的激烈

对抗。正因为相信党、依靠党、忠于党，红

军将士以强大意志力克服艰难险阻，凝聚

起坚如磐石的向心力、一往无前的战斗

力，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1934年11月，方志敏领导红十军团

向国民党统治地区进军，掩护中央红军主

力转移。迎敌而上，人地两生，面对生死

未卜的征途，方志敏在遗稿中写道：“党要

我做什么事，虽死不辞。”在艰苦卓绝的岁

月里，从天寒地冻的皖西南，到路遥水阔

的怀玉山，方志敏和战友们依然坚持在党

内政治生活中锤炼自我、严格落实党章党

规要求。“能否按期交党费”“上级文件讨

论了没有”“最近中心工作规定了什

么”……翻阅当年的《支部检阅大纲》和

《共产党员守则二十二条》，不禁令人对方

志敏烈士和他的战友们充满钦佩和敬意。

“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

坚。”长征路上，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

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征服空气

稀薄的冰山雪岭，横穿渺无人烟的沼泽

草地。艰苦可以折磨肉体，死亡可以夺

走生命，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红军

将士的忠诚信仰。这些史诗般的壮举既

是中国共产党人淬火信仰的历史注脚，

更是直面艰难生死考验时党性与忠诚品

格的生动映照。

老战士李炳甲在《星火燎原·未刊稿》

中记述了“鹅卵石党费”的故事。红四方

面军许多基层党员因没有钱交党费，只能

就近到草海中捡几颗洁白的鹅卵石，洗干

净上交支部。支部书记将鹅卵石记录、保

管、埋好。红四方面军的战士刘志海更是

用生命践行了党员义务，他在攀越终年积

雪的党岭雪山时牺牲，手中紧紧攥着一张

党证和一块银元，党证上写着：“刘志海，

中共正式党员，一九三三年三月入党。”茫

茫草海之中的鹅卵石、皑皑雪峰之上的党

证，见证着当年红军官兵用生命垒筑起忠

贞不渝的信仰高峰。

忠诚的反面是背叛。严酷的环境在

成就无数英烈的同时，也淘汰了那些贪

生怕死、危害革命的变节者。1935年6

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张国焘自恃枪多人众，公然向党争权，反

对中央北上的正确战略方针，一意孤行，

率部南下，企图分裂党和红军。千钧一

发之际，朱德同志立场如磐，苦心护党，

被毛泽东同志誉为“临大节而不辱”“度

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北上的胜利和

南下的失败，从正反两方面检验了真理、

锻炼了队伍，更加坚定了广大红军将士

听党指挥的信仰意志，以至于张国焘叛

逃时，连自己的警卫员也没带走。

走过这段血与火的征程，毛泽东同

志总结道：“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

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

设想的。”历经大江大河的惊涛骇浪，穿

越茫茫无际的雪山草地，闯过内部分裂

的方向之争，年轻的红军官兵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以刻骨铭心的方

式把理想信念植入灵魂，以破釜沉舟的

勇气把困厄和挫折踩在脚下，以一往无

前的决心把忠诚信仰的旗帜高高扬起。

无论历史条件如何变化，对党忠诚，

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最终要落到听

党话跟党走、为党旗增辉的实际行动上。

“献身国防科技事业杰出科学家”林俊德

扎根大漠52载，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

名人，为国防科技事业奋斗到生命最后一

息；“时代楷模”张桂梅坚守滇西深贫山区

教育事业数十年，燃烧自己点亮希望；“人

民英雄”张定宇即使身患绝症，仍步履蹒

跚地与时间赛跑，与病毒周旋……他们一

辈子对党忠诚，坚守着马克思主义信仰、

践行着崇高的理想信念、为了党和人民的

事业而勇于担当。

对党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就

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

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对党绝

对忠诚，既是政治标准，更是实践标准。

与战争年代不同，和平建设时期，对党忠

诚更多地表现为面对大是大非的清醒、

面对各种诱惑的坚定、面对使命任务的

担当等。我们应注重加强理论武装，用

理论上的清醒确保政治上的坚定；不断

从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中汲取力

量，始终以先辈先烈为镜、以反面典型为

戒，勇于担苦、担难、担重、担险，在大是

大非面前敢于坚决斗争、困难面前敢于

迎难而上、失误面前敢于承担责任，以坚

定的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以

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绝对忠诚。

由伙夫问方向谈对党忠诚
■王家辉

●努力学习新知识，日有精进；
不断总结回顾旧知识，月有所累。
这种学习精神在今天对广大官兵提
升能力素质、成长成才仍具有启示
意义

《论语》有云：“日知其所亡，月无忘
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意思是每天
能学到自己没有的知识，每月不忘记自
己学会的知识，这样才算学好了。努力
学习新知识，日有精进；不断总结回顾旧
知识，月有所累。这种学习精神在今天
对广大官兵提升能力素质、成长成才仍
具有启示意义。

平日里总能听到一些人感叹，自己
书看了不少，但记住的很少，有时虽参加
了业务培训，但遇到突发情况，知识好像
又还给了老师，还要问计于“手册”“指
南”。的确，这种一学就会、一过就忘的
现象在一些战友身上时有出现。究其原
因，主要是缺乏深入刻苦的学习精神，理
论学习也只是将知识从课本搬至笔记
本，并未消化吸收课业所学，进而转化为
能力素质。一旦将这种肤浅粗疏的学习
作风带到练兵备战中，向战斗力倾斜只
能沦为纸上空谈，战场上也极有可能遭
遇关键时刻掉链子的局面。若想破除这
种现象，别无他法，唯有靠不断总结，温
故而知新。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对革命军人而言，只有清醒认识到
知识储备与未来战争间的必然联系，常
怀“本领恐慌”、看到“知识短板”、主动
补充“活水”，才能使知识水平日渐提
高，满足担负使命任务所需。毛泽东同
志说过，“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
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
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
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善于总结才能不断进
步，只有善于把日常所学总结消化，将
经验教训作以梳理，才能在“日有精进、
月有所累”中更好地成长，在理论联系
实际中有效避免教条主义，在回望来路
中看清前路、开辟新路。

好学才能上进。当前，世界新军事
变革浪潮汹涌澎湃，战争形态发生深刻
变化。面对“两个能力不够”“五个不会”
等问题，广大官兵必须不断强化学习意
识，发扬勤于学习、善于学习、主动学习、
终身学习的优良传统，全心学知识、一心
研军事、潜心谋打赢，切实做到“日有精
进、月有所累”，如此才能跟上时代发展
步伐、实现能力扩容升级，真正让知识优
势转化为能力优势，让能力优势转化为
制胜优势。

日有精进
月有所累
■李恒剑 李佳珣子

●“二线”可处，但“二线思维”
不可有；“板凳人员”可当，但“板凳
心态”要不得

“板凳深度”是体育界的一个术语，

意思是指替补队员的实力。一场比赛

中，主力队员固然是球队获胜的关键，

但主力队员在激烈对抗中由于体力消

耗或犯规受伤等原因需要替补队员上

场时，“板凳队员”能否“顶得上”，将直

接影响比赛的最终结果。部队的建设

发展亦是如此，唯有厚实“板凳深度”，

让每名官兵都成为能“顶得上”的“多面

手”，才能有效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真正

做到有备无患。

然而在现实工作中，忽视“板凳深

度”的现象却不在少数。有的把“尖子标

准”等同于战斗力标准，不重视对“板凳

人员”的培养；有的虽然也有加强“板凳

深度”的意识和举措，但在培养“板凳人

员”时却目光短浅，对“板凳人员”备而不

用，尤其遇有重大任务时，仍是“主力人

员”上，“板凳人员”靠边，不仅“板凳人

员”得不到锻炼，更滋生了他们的“板凳

心态”，时间长了必然导致能力退化、业

务荒疏。这样一来，一旦意外情况发生，

在用人上势必捉襟见肘、后劲不足，很可

能导致指挥链条中断，后果不堪设想。

纵观历史，因不重视厚实“板凳深

度”、缺乏能力素质过硬的“板凳人员”

而打败仗的例子屡见不鲜。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唐格号”出海

巡查时发现一艘日本侦察舰进入美军

控制海域，艇长下令用鱼雷攻击敌

舰。当时，被誉为“唐格号的灵魂”的

鱼雷发射士兵史密斯因病没上潜艇，

艇长便叫了几个“懂的人”发射，几名

士兵虽“懂”却不熟练，导致鱼雷发射

后来了个 180度大回转，击中自家潜

艇，“唐格号”潜艇和多数将士因此葬

身海底。由此可见，倘若一支军队“板

凳深度”不够厚实、在作战岗位上缺乏

能力过硬的“板凳人员”，便会在体系

中产生薄弱环节，一旦“主力人员”离

开工作岗位，“板凳人员”接不上趟，将

影响部队整体战斗力。

古人告诫我们：“凡属艰难危险之

事，必预筹而布之，务有一定之法，并计

不定之法。”要想做到每临大事心不慌，

练精练强“主力人员”的同时，还要注重

厚实“板凳深度”，抓好“板凳人员”队伍

建设。领导干部必须树立长远的战略

眼光，积极为“板凳人员”提供锻炼机

会、创造成才条件，不断推动部队人才

滚动更新，这样才能催生部队战斗力不

断跃升。另外，“板凳人员”也应增强全

局意识和补位意识。“二线”可处，但“二

线思维”不可有；“板凳人员”可当，但

“板凳心态”要不得。每个人都以这样

的工作状态苦练专业技能，不断夯实自

身能力素质基础，方能确保部队随时拉

得出、顶得上、打得赢。

注重厚实“板凳深度”
■秦张杰 伍海峰

出征誓师大会上，陆军某部官兵面

对即将到来的任务，意志坚定，誓言铿锵。

每当执行重大任务，部队多会组织

誓师大会，目的即在于鼓舞士气，激扬

斗志。古人说：“气为兵神，勇为兵本。”

鼓气对胜利的作用至关重要。特别是

在面对困难挑战时，更加需要一鼓作

气，攻坚克难。鼓足了气，就能充分调

动积极性，发掘潜能，想方设法攻下“山

头”，啃下“硬骨头”；相反，如果遇到困

难就想退缩，乃至自我设限，就会“长他

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又怎么能够赢取

胜利？正所谓“气可鼓不可泄”，有了一

股气，就不怕困难，不畏强敌，就能“狭

路相逢勇者胜”。

誓师大会——

气可鼓不可泄
■王 旭/摄影 苏建国/撰文

●只有把热爱倾情投入在每
个岗位上，精研细钻，忘我付出，才
能实现战斗力的提升，打起仗来才
能所向披靡

不久前，陆军第三届“四有”新时代
革命军人标兵揭晓，有着“五特精兵”之
称的丁辉获此殊荣。丁辉作为某合成
旅技师、一级军士长，能够对数千组操
作数据倒背如流，将数百个器件模块的
性能操作烂熟于心，对全旅履带装备技
战术状态了如指掌。他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讲道，“入伍 28年，对战车的浓浓
热爱早已经深入到骨子里。只要组织
需要，我愿把这个‘兵’当到底”。

每个人在部队工作中都有自己的
岗位分工和职责定位，以什么样的姿态
投入其中，往往决定着工作的质效。丁
辉对战位和装备发自肺腑、专心执着的
热爱给我们以深刻启示：只有把热爱倾
情投入在每个岗位上，精研细钻，忘我
付出，才能实现战斗力的提升，打起仗
来才能所向披靡。

古人云：“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
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军事领域是实
装操作最频繁的领域，每种武器装备都
具备特殊的性能特点。只有人员与装
备性能深度磨合，与具体属性无缝对
接，才能实现战场上的“人剑合一”。如
果装备操作三心二意、故障排除浅尝辄
止，对本职岗位缺乏工作激情，自然难
以提升熟练驾驭装备的能力，一旦遇到

特殊情况就会一筹莫展。
部队工作千头万绪，无论是装备操

作还是带兵打仗，无论是基层建设还是
机关运转，道理都是相通的。无论干什
么工作，对其投入多少真情、倾注多少
心血，就能释放多大能量。中国工程院
院士王泽山，62 年专注火炸药技术研
究，已过花甲之年的他完全可以功成身
退，却依然向着全新的远射程与模块发
射装药技术领域发起冲锋，让我国火炸
药技术登上世界之巅。实践证明，满腔
热情投入工作，一心扑在岗位上，再大
的困难也可以被征服。

军人最大的价值在打赢。纵览世
界战争史，不难发现，名将之所以常打
胜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军事工
作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始终醉心于军
事研究。开国大将粟裕，走在上海的繁
华街道上不忘城市攻防，对夫人说，“如
果在这个咖啡厅上架几架机枪，可以封
锁整个街道”。二战名将蒙哥马利，常
独自在一间阴暗内室里，静坐在腓特烈
大帝的画像下思考打仗之事。试想，如
果没有对军事的持久热爱，他们如何能
屡战屡胜？

阔步强军征程，面对诸多矛盾困
难，面对艰巨的使命任务，是犹豫彷
徨、蜻蜓点水，还是一腔热忱、倾情投
入，是畏首畏尾、推脱躲闪，还是激情
投入、深钻细研，是对每名官兵忠诚品
质与担当精神的检验，也影响着强军
事业的进程。只有对所从事行业和岗
位充满发自内心的热爱，才会迸发出
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只争朝夕担
当作为，用奉献燃旺生命之火，用青春
托起使命职责。

把热爱倾注在每个岗位上
■张发成

●面对时代考题，一般化的
执行和落实是不行的，必须像努
力应考的学生那样，做到全力以
赴，始终保持铃响交卷的紧迫感

一位部队领导干部给官兵上党课

时谈到抓工作落实，说了一句很形象

的话：“要有铃响交卷的紧迫感。”他进

而启发大家，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经

历过无数次考试，要想铃响交卷时不

手忙脚乱、慌里慌张，就要自始至终严

肃认真地对待考试，精神高度集中、调

动全部学识答卷。

从生活感悟中得来的道理，朴素而

深刻。读书学习的考卷如此，时代的考

卷亦如此。“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

人，人民是阅卷人。”“十四五”规划开好

局、起好步，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战略

安排，就是一个新的考题，对官兵来说，

是一次新的赶考。面对时代考题，一般

化的执行和落实是不行的，必须像努力

应考的学生那样，做到全力以赴，始终

保持铃响交卷的紧迫感。

但凡考试结束铃声响起时交卷窘

态百出的，大概率是因为考生耽于玩

乐、平时学习紧不起来。同理，平常工

作生活中，对待读书学习也要有严谨

的态度，下一番苦功夫。如果还热衷

于搞文恬武嬉那一套，主业做不到主

抓，就绝无可能交出满意答卷。实现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

界一流军队，是我们这一代革命军人

的共同使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战位，

面前都有一张自己的考卷。只有始终

专心专注、专攻精练，做到方向不偏、

精力不散、力度不减，做到锚定目标、

精耕细作，才能把自己的“责任田”种

好，最终收获粮丰禾熟谷满仓。如果

只是装样子、混日子，到头来就会把田

地种荒废了，在考场上丢分数、在战场

上掉链子。

起步决定全程，开局关系全局。

跑过三公里的人都知道，一鸣枪就要

跑出高水平。如果头两圈没有跑出

来，成绩就很难有突破。要想考场上

考出“了不起”的成绩，就要在工作学

习中拿出“等不起”的劲头奋力开拓，

而不能在等待中踌躇不前，也不能抱

着观望态度不急不忙、不紧不慢。如

果这样，结局只能是考场饮恨、抱憾终

生。有些同志年纪不大却开始“叹

老”，丢掉了朝气，染上了暮气，干工作

没有激情，发令枪响了，还慢吞吞地不

在状态，多半会被甩在后面。“现在，青

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

忆的。”要坚定闻战则喜、闻令而动的

信念信心，一起步就要跑出高水平，一

开局就要开足马力，不能惜力留遗憾。

考试是一个整场的比拼，比学识

和修养，更比坚持和韧劲。如果一遇

到难题就心慌冒汗、乱了节奏，考试难

免会考砸。现实中，有些人抓工作干

事业，一开始也是踌躇满志、想着大干

一场，但遇到矛盾、碰到难题就打蔫退

缩，不仅“山头”没攻下来，自己的心气

没了，队伍的心神也散了。每一次登

顶虽然都光鲜耀眼，但身后的攀登足

迹都是有深有浅、要经历迂回曲折。

想要“考”出好成绩，就必须坚持问题

导向，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打开工作

局面的突破口，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

在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提高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要焕发敢于斗争、敢

于胜利的精气神，过了一山再登一峰、

跨过一沟再越一壑，“咬定青山不放

松”，做到“不破楼兰终不还”。

答好考卷，遵规守纪同样重要。作

为党员干部，要在铃声响后有交卷的资

格，就必须锤炼作风形象，在遵守规章

制度上，必须干干净净、一清二白，交得

出明白账。否则，不仅通不过“考试”，

个人还会受到严厉惩处。因此，党员干

部必须坚定理想信念，秉持道德操守，

绝不能因为胜利在望而骄傲，绝不能因

为功成名就而懈怠，要自始至终立得

正、行得端、走得稳，保持清正廉洁，注

意小事小节。唯有如此，才能在如山的

使命面前初心不移，交上合格的答卷。

（作者单位：安徽省滁州军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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