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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不讲跑不掉，问题不讲不得

了”，这是人人熟悉的话、熟知的理。但

真正落实起来却不那么容易，比如在新

闻宣传上。

一位新闻干事参加所在部队演

练，发现有官兵使用微信。这显然违

反演练规则，为揭批投机取巧的不正

训风，他写了一篇报道。始料不及的

是，稿件送审时，领导劈头盖脸地问

他：“好的不写，写这个是什么意思？”

平心而论，这位新闻干事绝非“不识

趣”，但他实实在在地感受了一把新闻

宣传的“批评难”。

练兵备战是天大的事。不可否认，

这些年，部队实战化练兵导向越来越鲜

明，演训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的特

征更加凸显。然而，“即便是风和日丽，

也难免会有阴暗角落”。承平日久，少

数官兵特别是组训者使命意识、忧患意

识、职能意识弱化，研究军事、研究战

争、研究打仗不深，这些都会在练兵实

践中体现出来。面对问题，“捂盖子”不

是正确态度；改进问题，需要有效的批

评监督。

我们党向来注重新闻批评对改进

工作的促进作用。早在1942年，中共中

央宣传部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中就

指出，“党报要成为战斗性的报纸……

表扬工作中的优点，批评工作中的错

误，经过报纸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

1950年，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

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强调，

“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

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

今天是更加突出地重要起来了。”善用

批评武器，是军事新闻宣传的优良传

统。当年，《万斤白菜“卖”了七元钱》

的报道，给全军带来很大思想冲击，推

动了部队作风纪律整顿。实践证明，

必要的舆论监督，特别是那种正确的、

广泛的公开批评，对于我们来说，应当

成为每天要洗脸、扫地那样不可缺少

的事情。

纠治练兵备战的弊端问题，新闻批

评不能缺席缺位。站在全局高度来观

察和分析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条令法规为准

绳，这种批评是建设性的、是必要的。

让那些触目惊心的“疮疤”在媒体上见

光，不仅能让一些人脸红，更有助于相

关部队反思问题、改进不足、矫正偏

差。同时，它还能增强部队的问题意

识，敦促大家照照镜子、举一反三，形成

一种舆论警示。从这个角度讲，新闻批

评有利于部队战斗力建设，同样是强军

兴军呼唤的正能量。

习主席指出：“舆论监督和正面宣

传是统一的。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

浊扬清、针砭时弊，同时发表批评性

报道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党的新

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其中一条

就是“澄清谬误、明辨是非。”问题在

于，有的党委和领导怕家丑外扬，影

响个人进步，他们不习惯、容不得新

闻批评；有的新闻工作者不想碰“雷

区”，怕得罪人。为什么新闻宣传歌

功摆好、报喜藏忧的多，揭短亮丑、刮

骨疗毒的少？为什么有些批评报道遮

遮掩掩，浑身都是艺术化处理的痕

迹？根子就在这儿。

“不怕好话说过了，就怕问题说错

了”，军事训练新闻宣传曾出现说过头

话的苗头。比如，某部组织野外生存训

练，报道配图用家兔充当“野兔”。还有

的报道提到，某旅一次夜间训练就掌握

了夜间作战主动权，首次参加对抗演习

就学会了打赢信息化战争，这显然不符

合战斗力生成规律。为图出名挂号歪

曲事实、夸大渲染，不仅起不到激励引

导作用，还会影响演风训风、败坏部队

形象。

现在，我军正处在深化改革、转型

建设的关键期。新的指挥体制、新的力

量编成、新的规模结构、新的作战思想，

给练兵备战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带来更

大挑战。调动官兵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离不开正面鼓舞、表扬激励。但表

扬代替不了批评，尽唱高调、报喜不报

忧，不仅与官兵的切身感受是割裂的，

还会造成一种“做得足够好”“已经准备

好”的错误印象，从而让人丧失忧患感、

紧迫感。

当年，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

议上指出：“过去报喜不报忧，现在也报

忧了，这就可以医治自满和麻痹。报纸

最有力量的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新闻

宣传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对客观、冷

静、正确的批评，各级党委和领导要给

予支持、闻过则喜。新闻工作者要头脑

冷静、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既大力宣传

部队练兵备战的火热局面，又坚持实事

求是、客观准确地反映情况。把问题作

为时代的声音，立起发现问题是成绩、

解决问题是能力的舆论导向，研究改

进创新的思路举措，新闻宣传才能在

服务改革强军、聚力备战打仗上发挥

更大作用。

报喜不报忧只会助长自满麻痹
——在严抓练兵备战中推动积弊纠治走深走实⑧

■邓佑标

◆调动官兵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离不开正面鼓舞、表扬激
励。但表扬代替不了批评，尽唱高调、报喜不报忧，不仅与官兵的

切身感受是割裂的，还会造成一种“做得足够好”“已经准备好”的

错误印象，从而让人丧失忧患感、紧迫感。

◆把问题作为时代的声音，立起发现问题是成绩、解决问题是
能力的舆论导向，研究改进创新的思路举措，新闻宣传才能在服务

改革强军、聚力备战打仗上发挥更大作用。

夫妻间，有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

响，兹事体大。如能多一些善善相规，

于家于国都大有益处。

明代婺源人江一麟，因为善治理、

有政声，被擢为户部右侍郎。北上赴任

前，他拿出 10两俸银，请州民赵锷修

船。船修好后，江一麟前去查看，发现

船体彻里彻外被整修一新，他惊问赵锷

所费实数。赵锷回答：“就花了10两。”

江一麟不信，暗中查清各类工匠费用，

得知实际花费为20两。为此，他拿出6

两银子，以及价值 4两有余的 30柄扇

子、2斤墨给赵锷，以补足修船费用。

江一麟的妻子素来贤惠。听闻此

事，她对丈夫说：“你既然知道别人贴了10

两，就该如数补还。扇墨只能用来酬谢别

人的辛劳，你何必如此吝啬？”江一麟羞得

脸发红，马上给赵锷再送去4两银子。

清代龚炜所著的《巢林笔谈》，就收

录了江一麟修船的这则故事。龚炜在文

末抒怀：“予以公之偿锷已足，夫人犹以

为歉……其平日之善善相规，施德于民

者何尽哉！”在龚炜看来，夫妻平日里能

善善相规，为政做官便可处处施德于民。

“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

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兄弟，有兄弟然后

有上下。”明代李贽提出：夫妇正，然后

万事万物无不出于正矣。这种“正”，或

许是小事上吹吹风、生活中提提醒、工

作上鼓鼓劲，其核心在于价值观的规正

和向好。它不仅是修身之道，更是齐家

之本。

《初潭集》中记载，汉代黄门郎程伟

好钻研黄白之术，他照着秘藏方术反复

苦练，可就是无法点石成金。程伟经常

从驾出行，没有合适的服饰。没想到，

妻子方氏很容易就变出两匹绢，又以囊

中之药变出少许银子。程伟大惊：“你

掌握了秘诀却不告诉我，这是为何？”

为了学到点石成金的秘诀，程伟日

夜不停地诱导劝说，甚至卖掉田宅以美食

美衣讨好方氏。然而，方氏深知丈夫心术

不正，终不肯将秘诀相告。程伟恼羞成

怒，谋划着用杖击的方法威逼。方氏知情

后，对丈夫说：“传道必当得人。如其人，

虽道路相遇当传之；非其人，虽寸断而肢

解，终不传也。”程伟依然不停地逼迫，方

氏突然发狂而死，尸解不见。这则事虽荒

诞不经，蕴含的道理却至为深刻。

听不进善意的规劝，就会滑向罪恶

的深渊；同心共志向上向善，才会有美

满和幸福。西汉的鲍宣生性清苦、修德

守约，他的老师将女儿少君嫁给了他。

迎娶之日，见到妻子一身盛装、嫁妆丰

厚，鲍宣担心她不能过苦日子，便说：

“少君生富骄，习美饰，而吾实贫贱，不

敢当礼。”懂得丈夫心思的少君，便把所

有服饰礼物都退还回去，改穿短布裳，

与鲍宣推着小车归乡拜见老人。拜礼

一结束，她就提着水瓮出去打水。看到

一家和和美美，乡里无不称赞。

夫妻相伴非一时一刻，善善相规也

应有始有终。唐代的元载穷困之时入

赘到王家，受尽了亲属的冷嘲热讽，有

人甚至“以载夫妇为乞儿，厌薄之甚。”

那时，妻子王韫秀鼓励他：“何不继续学

习？我这还有些妆奁首饰，都可用来买

纸墨。”颇有志气的夫妻俩离开了王家。

元载步入仕途后，由于“智性敏悟，

善奏对”，深受朝廷器重。当上宰相后，

他权势膨胀、贪欲日增。而王韫秀也变

得悍骄戾沓，元载也管束不了。昔日的

相劝上进没有了，他们的几个儿子则

“恃父威势，唯以聚敛财货，征求音乐为

事”。家亡而诛及妻儿，身死而殃及祖

祢，这就是元载的悲惨结局。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

也，察乎天地。”有志于人正、家圆、国好

者，当从夫妻善善相规开始，涵养家风、

改善政风，让美好的涟漪由近及远、永

不停止地荡漾开去。

夫妻间多一些“善善相规”
■铁 坑

打仗凭的是硬实力，军营崇尚有能

耐的人。能耐从字面上分析，“能”是指

技能、本领，“耐”是指受得住、有韧劲。

现实中，官兵备战打仗的“能”，往往就

是从“耐”字中来。

“金牌蓝天工匠”付旭东成为排除雷

达故障的高手，是因为他沉得下心来深

入研究，信奉失败是成功之母；突遇“水

下断崖”的372潜艇成功处置重大险情，

是因为他们平日里闯关历险的训练实打

实，人人参加、反复淬炼，直到形成“肌肉

记忆”。由此可见，能“耐”很重要。

打赢本领的跃升，蕴藏在经年累月

的艰辛摸索中、千锤百炼的勤苦磨砺中，

“摸一次枪就成为神枪手”是不可能的。

冲破边界、化茧成蝶，必先经历一番“寂寞

的长跑”。这期间，会有痛苦和迷茫，会

有失败和反复。只有不惧困难、敢于担

当、勇毅笃行，保持足够的专注、足够的

执着、足够的坚韧，才能突破临界点，迈向

新起点。如果遇到困难就降低标准，打一

次冲锋就倦怠敷衍，又怎能看到不一样的

风景？少数战位的官兵“年年都上一年

级”，能力不长进，就是因为他们耐不

住，少了一颗沉潜心，多了一些浮躁气。

许世友曾教育部队：“战争中遇

到的困难，常常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困

难……不准备忍受常人所未见过的

艰苦，是不能熬过困难到达光明的。”

敌我较量，往往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也是敌人最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心生

动摇的时候，也是敌人感到绝望的时

候。这种时机是最要紧的关头，谁更能

熬得住、耐得住，谁就能取得胜利。长

征途中，红二师四团官兵在饥肠辘辘、

腿脚伤肿的情况下，冒雨奔袭240里，

最终赢得与敌人的赛跑，抢下泸定桥，

凭的就是比敌人更耐得住艰难困苦。

千锤百炼出好钢。置身“新体制时

间”，无论是掌握信息化知识，还是驾驭

信息化装备；无论是补足体系建设短

板，还是在提高新质战斗力上求突破，

都需要具备沉潜砺剑的坚韧和耐性。

备战打仗时不我待，我们只有迎难而

上、埋头攻关，咬定青山不放松，才能扎

扎实实提高打赢能力和水平。

“能”字常从“耐”中来
■李超斌

大自然的夜空，群星璀璨。有的星

宿默默燃烧着，很久以后，它的光才走

进我们的视野，成为我们仰望的坐标。

“向奉献者致敬”，致敬的就是这样

一个个坐标。近日，一批长期在艰苦岗

位甘于奉献的官兵代表，将陆续通过媒

体走进人们的视线。克服身体病痛、挑

战生命极限，14次放弃调离机会，尽心

竭力为部队官兵和藏族群众提供医疗

服务的彭燕；28年扎根一类艰苦海岛，

视平凡岗位为战位的何世荣；深扎戈壁

32年，先后参与10余个型号武器系统

研制定型任务的杨选春；37年奋战在

航测外业一线，钻山沟、攀冰峰、过戈

壁、闯沙漠，勘察足迹遍布新疆和西藏

阿里地区的张民……他们都是爱国奉

献的时代标杆。

爱国奉献者，总会触发我们对于人

生价值的思索。他们把实现自我价值

与展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融为一体，对他

们而言，牺牲和付出不是勉强，而是自

觉。爱国奉献者的荣光，是一件又一件

小事的叠加，一次又一次牺牲的汇集，

一次又一次担当的累积。他们的选择，

是真诚自愿的，更是纯洁高尚的。给爱

国奉献者以荣誉，宣传他们的崇高事迹

和精神，就是要在全军、全社会唤起这

种优良品质、崇高精神。

我们这支军队，从不缺少平凡而伟

大的奉献者。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

在西北进行首次核试验，这是极为敏感

和机密的任务。当时，哈军工的王茹芝

副教授和丈夫张相麟分别接到奔赴新

疆的命令，但夫妻二人都严格遵守“上

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规定，先后登

上西去的列车。一天，王茹芝在一棵榆

树下等候开往场区的车时，与丈夫偶然

相遇。直到这时，他们才知道原来是在

执行同一个任务。王茹芝夫妇，正是我

军千千万万“坚决服从命令、甘于牺牲

奉献”官兵的缩影。

军人职业的特殊性在于：他们流血

流汗，为的是“属于千百万人的幸福”。

这就是奉献。军人的牺牲奉献，不只是

在战场。那些长年驻守边关海岛的官

兵，抛洒青春不言悔，豪饮艰辛甘如饴；

那些奋战在抢险救灾、维稳处突一线的

官兵，心系群众安稳，不顾个人安危；那

些在训练场摸爬滚打的官兵，为履行使

命苦练打赢本领；那些在大漠深处安营

扎寨的科学家，为了国防科技事业，献

了青春献余生……人民群众心中的钢

铁长城，就在这种点滴付出、无声坚守

中浇筑而成。

当今时代，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越来越好。然而，日益激烈的竞争，急

功近利的风气，也使一些人被“利己”

俘获。他们以“自我”为圆心精心设计

自己的人生，竭力以功名利禄为圆心

描画“幸福圆”。事实上，失去了坚守

理想的笃定、承担责任的充实、帮助他

人的快乐，这样的人生是迷失的。奉

献精神任何时候都不能封存、不能衰

退。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项事业

能在“只顾索取、不讲奉献”的环境中

成功。今年，习主席对“守岛英雄”王

继才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要大力倡导这种爱国奉献精神，使

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这

既是对崇高精神的褒奖，也是对民族

复兴力量的凝聚。

在艰苦岗位甘于奉献的官兵还有

很多很多。对于他们，我们不能只是

欣赏和感叹，而要见贤思齐、关心爱

护。爱国奉献并非英雄和模范的“专

职”，他们的选择也并非可敬不可为、

可羡不可行。超越一己得失的考量，

遵从崇高使命的召唤，人人皆可成为

“他们”。同时，各级组织还要主动想

想他们的难处，满腔热忱帮助他们解

除后顾之忧，让他们心中充满温暖、更

添动力。

革命先辈说：“爱的办法便是牺牲，

牺牲的精神便是爱。”当爱国奉献在全

军、全社会蔚然成风，人人都献出一份

爱、一份力，强国强军伟大梦想的车轮

就能突破险阻、向前驰骋。

爱
国
奉
献
是
梦
想
的
车
轮

■
成
晓
勇

“把日子过好就行”，当下，有少数

官兵持有这种心态。军人的肩上扛着

强军重任、挑着打赢重担，切不可奋斗

精神弱化、进取意识缺失，心态上沾染

秋霜暮气。

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

力量和状态。心中激情似火，有闯关夺

隘、敢打敢拼的冲劲，有滚石上山、不懈

探索的韧劲，诸多的梦想才能实现，看

似不可能的事情才会变成可能。如果

沾染了秋霜暮气、思想上消极懈怠，恐

怕再小的困难也会成为事业的“拦路

虎”。李大钊曾说：“历史的道路，不全

是平坦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

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够冲过去

的。”这些年，我军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

环节改革取得突破，靠的就是奋进的心

态、雄健的精神。

也要看到，当绝大多数官兵奋力谋

强军、务强军的时候，少数人却表露出

不合时宜的秋霜暮气。“干工作打不起

精神”“能坐着决不站着，能躺着决不坐

着”“不推不动，推了还不愿动”“只求过

得去，不求过得硬”……他们缺乏奋斗

激情，甚至在需要攻关和冲刺的地方止

步不前。

暮气滋生的根子，在于思想出了问

题。一名军人，只有具备坚定的理想信

念，才会有明晰的方向和坚强的意志；

只有思想深处警钟长鸣，才能以冲锋的

姿态备战打仗。与之相反，革命意志衰

退、忧患意识减弱，谋个人前程多、谋军

队前途少，只要不出事、宁肯不干事，

“打起精神”就成了一句空话。以这种

状态干工作，不是尸位素餐吗？以这种

心态谋发展，不是水中捞月吗？

强军事业呼唤精神雄健的闯将。

现在，深化改革、推动转型的事业进入

深水区，需要我们保持奋力探索、攻坚

克难的精神；精武强能、练兵备战的工

作要求越来越高，需要我们具备苦求精

进、枕戈待旦的劲头。面对层出不穷的

新情况新矛盾，我们必须拿出奋进不止

的激情、坚韧不拔的意志，才能成为强

军事业的开拓者。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奋斗者是要

有激情的。革命军人的激情源起于烽

火燎原的战斗，源起于雪山草地的跋

涉，是一种强烈的爱国情、高度的责任

感、执着的事业心、旺盛的战斗力。保

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

奋斗姿态，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燃烧激

情，我们才能不辱使命、不负重托，答好

新时代的考卷。

心态不可沾染秋霜暮气
■刘日阳 刘 彬

按编用人是干部管理使用的基本
要求。最近，某旅机关到一个连队检查
工作，他们发现这个连队的排长只有 1
人在位，另外 3人都被上级机关借调使
用。连长很无奈：“我们的排长是‘编制
表上的排长’，平日里见不着。”为此，连
里不得不安排士官班长代理排长。

这正是：
机关事务虽繁忙，

不可随意借人帮。

基层建设强基石，

各就各位最应当。

周 洁图 文鹏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