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 星期三责任编辑/方文彬

学有所思

E-mail:jfjbsxzx@sina.com 思想战线

政治风险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
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必须面对和解
决好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风险
意识，提高防范政治风险能力。这是
深刻总结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经验和教
训的科学结论，是对新时代我们党迎
接国际国内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警
示，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
政规律的认识。

防范政治风险直接

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政治风险主要包括政权风险、制度
风险、政局风险、政策风险和对外关系
风险等。防范政治风险，是党的政治建
设的重要内容，是确保党的政权稳定、
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领导核心的政治前提。

政治风险在风险系统中带有根本

性。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是一个复杂
的系统构成，涉及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国防和军事等各个领域，它们之
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任何一
个方面都有可能出现风险。而在所有
的风险系统中，政治风险因涉及国家
主权、政权、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稳固，
更带有根本性，其他方面的风险最终
都有可能传导和反映到政治领域，因
此政治风险对其他方面风险具有决定
性的影响。只有确保政治安全，才能
有效维护经济、科技、文化、社会、国防
和军事等其他领域的安全。正如有学
者所言，“所有的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
范畴”。

政治风险关系党的长期执政。中
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
本质的特征，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
量。坚持党的领导是国家的根本所
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
所系、幸福所系，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所
系。在当代中国，防范政治风险，维护
政治安全，就是要坚定捍卫中国共产
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捍卫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捍卫我国宪法的权威和
尊严。正如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的：“在
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
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中国
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
是不能动摇的。”

政治风险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

定。当前国际国内风险因素日趋增多、
纷繁复杂，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前所未
有，呈现多维度风险交织、多领域风险叠
加的趋势。其中，政治风险因素在经济、
金融、科技、文化等方面风险因素作用下
容易被放大。一方面，敌对势力不愿看
到由大向强的中国顺顺当当发展壮大，
不断强化对我进行战略遏制和围堵。另
一方面，随着我国全面改革的不断深入，
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问题日益凸显，党内
存在的政治不纯、思想不纯、组织不纯、
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
决，一些已经解决的问题还可能反弹，新
问题不断出现，“四大考验”“四种危险”
依然复杂严峻。这些容易诱发政治风险
的因素，如处理不当、把控不好，将会直
接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科学认识政治风险

的基本特征

从近些年国际上一些政治风险的
防范和处置的经验教训来看，要有效、
快速、精准地防范各类政治风险，关键
是要科学认识政治风险的基本特征。

从关系状态看，政治风险具有客

观性和关联性。政治风险在任何政治
系统运行过程中都是客观存在的，我
们必须客观承认、积极面对、理性对
待，既不能视而不见、掉以轻心，也不
能片面夸大、谈险色变。同时要看到，
政治风险是政治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
的对立统一关系。在矛盾状态下，政
治风险是对立性的一种表现，政治安
全则是统一性的一种表现，在一定的
条件下，二者会发生相互转化。政治
风险往往与特定的政治时机、政治事
件、政治形势等紧密相关，特别是在利
益重新分配、权力交接、突发事件爆
发、国际性政治事件传导时，极易引爆
触发。前些年发生的乌克兰“颜色革
命”，西亚、北非一些国家政局突变和
持续动荡等，均属于此。

从表现形态看，政治风险具有隐性

和显性。马克思指出，危机的可能性并
不等于现实的危机。风险只有积累到

一定程度，危机才有可能发展为现实，
政治风险同样如此。当矛盾双方对立
的关系占主导地位，就可能表现为冲突
的状态，政治风险就呈显性；当矛盾双
方统一的关系占主导地位，就会表现为
安全的状态，政治风险会隐藏在安全背
后呈隐性，社会不会发生大的失序状
态。当然，政治风险的隐性和显性是相
对的，一定条件下两者是可以相互转化
的。

从作用方式看，政治风险具有突发

性和传导性。政治风险通常是特定时
机、背景因某些偶然因素而引发，其成
因及演化过程包含较多不确定性，因而
具有突发性强、变化快等特点。特别是
信息网络时代，各种信息传播发酵快、
风险流动性加大、关联性增强，容易诱
发境内外互动、跨区域联动、跨群体聚
合，一地的政治风险往往与其他地方出
现传导效应，一项政治风险有时会引发
多项政治风险，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
风险也有可能演变成为政治风险。如
金融风险会导致资本贬值、通货膨胀，
引发经济危机、社会冲突，最终转变为
严重的政治风险，国际上曾发生过许多
此类事件。

从影响程度看，政治风险具有整体

性和局部性。政治风险本身具有两面
性，处理得好，有助于解决社会矛盾，促
进社会和谐；处理得不好，小风险会演
变为大风险，局部性风险会发展成整体
性风险，最终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定
和执政地位的巩固。但无论什么类型
的政治风险，作为执政党都必须加以有
效防控，否则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安、政
局不稳，给执政地位造成危害。随着经
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深入发展，政
治风险一旦触发，极有可能出现“多米
诺骨牌效应”，产生连锁反应，容易从局
部性风险演变成整体性风险，需要引起
高度警惕和重点防范。

切实把准防范政治

风险的着力点

政治风险不等于政治危机，只要应
对科学得当，就可以有效防范和化解。
当然，防范政治风险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必须突出重点、综

合施策。
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
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
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苏联解
体的教训说明，党员数量的增长并不
能保证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如果自
身不过硬，随着权力增大以及与群众
距离的拉远，即使有再好的承诺，也无
法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还会导致丧
失执政地位的悲剧。因此，必须坚持
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地惩治腐败，
使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先
进性和纯洁性。

筑牢政治风险“防火墙”。当今世
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敌对势力
始终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
和我们党的长期执政。无论是内部风
险还是外部风险、多发风险还是偶发风
险，我们都要有预判应对风险挑战的高
招、防范化解风险的“防火墙”，做到心
中有数、对症下药、综合施策、应对有
方。尤其是对“网络政治”等新的政治
现象，一定要树立“网络边疆”意识，强
化网络信息安全，主动引导网络舆论，
加强法规制度建设，切实筑牢网络空间
“防火墙”。

确保重大决策无偏差。决策失误
是最大的失误，同时也会带来政治风
险。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一
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重大改革
举措等陆续推出，必须进一步完善重大
决策的科学论证、全程监督、责任追究、
风险评估机制，强化科学决策、民主决
策、依法决策，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
决策失误，防止因决策失误导致政治风
险，避免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个别风
险演化为综合风险。

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
家作主，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显著特点
和重要优势。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
民、问计于民，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
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好传统，为人
民群众建立发表意见建议的畅通渠
道，尤其是让群众能够及时反映不同
意见。唯有如此，才能充分调动人民
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人
民群众参与国家建设的主人翁意识，
构筑起防范政治风险坚实的群众基
础，真正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
的安全稳定。

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战胜风险挑战中壮大，始终有着
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

着力提高防范政治风险能力
■顾伯冲

学习要论

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
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
也是每一名党员干部不容回避的永恒
课题。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为此，
习主席谆谆告诫：“干部要把党的初
心、党的使命铭刻于心，这样，人生奋
斗才有更高的思想起点，才有不竭的
精神动力。”

把党的初心使命铭刻于心，才能扣
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把为党、为人民、
为国家无私奉献作为最高追求，从而为
人生奋斗确立更高的思想起点。共产
党人的初心使命是人生奋斗的灯塔，指
引和决定着人生目标的选择、人生价值
的实现。我们党的成长发展史，就是一
部矢志不渝践行初心使命的奋斗史。
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在生死
考验面前坚定不移、赴汤蹈火，在艰难
困苦面前无所畏惧、顽强拼搏，究其人
生奋斗的思想起点和精神动力，无不源
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的初心和使命。习主席当年到陕北
梁家河这个贫瘠的小山村插队，一干就
是 7 年，不仅自觉接受艰苦生活的磨
炼，还带领乡亲们发展生产、摆脱贫困、
艰苦创业，从一名下乡知青成长为党的
优秀基层干部，就是因为他“立下为祖
国、为人民奉献自己的信念”，始终怀揣
为百姓谋福利的真挚心意，始终贴近农
民，与群众苦在一处、干在一起。“得其
大者可以兼其小。”共产党人只有把党
的初心使命铭刻于心，自觉把个人梦想
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把人生追求
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紧密
相连，才能在服务人民、贡献社会中不
断成长进步，最大程度地实现人生价
值、成就精彩人生。

把党的初心使命铭刻于心，才能
以信仰之光烛照前行道路，始终保持
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和顽强意志，从
而为人生奋斗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无论是在我们党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
活、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前进道路上，
还是在个人干事创业、奋斗拼搏的人
生历程中，都难免会遇到各种艰难困
苦和挑战挫折。把党的初心使命铭刻
于心，才能勇敢面对各种困难与挑战，
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都保持高昂的
革命精神和奋斗热情；才能确保在各
种考验中不迷失方向、不计较得失，不
为狭隘私心所扰、不为荆棘坎坷所绊、
不为浮华名利所累。时代楷模王继
才，在植物都难以存活的孤岛上坚守
32年，无怨无悔、艰辛付出，把青春和
生命全部奉献给了祖国的海防事业。
老英雄张富清，在枪林弹雨中九死一
生、屡立战功，转业时却主动要求到最
偏远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60 多年深
藏功名，心无旁骛为民造福。他们以
真挚的人民情怀滋养初心、以无私的
奉献精神担当使命，始终保持了共产
党人的崇高政治本色，也书写了无愧
于党和人民的人生华章。

把党的初心使命铭刻于心，既是
对每个共产党人的政治要求，更是新
时代每个共产党人的实践课题。我们
只有深刻理解铭记初心使命的极端重
要性，深刻认识违背初心使命的极大
危险性，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终

生课题，才能切实增强践行初心使命
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不断强化理
论武装，坚持不懈地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
思想武装头脑，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为
什么“行”，深刻感悟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什么“好”，深刻领会人民军队为
什么“强”，从而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信
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夯实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思想根基。发扬彻底
的自我革命精神，以刮骨疗伤的决心、
刀刃向内的勇气，自觉检视问题、查找
差距，清除一切侵蚀初心使命的细菌
病毒，克服一切不思进取、消极懈怠、
贪图享乐的思想和行为，从而实现自
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
高。始终保持革命斗志，发扬革命战
争年代那种敢于战斗、不怕困难的奋
斗精神，把守初心、担使命变成锐意进
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干事创业、为
民服务的自觉行动，积极主动作为，勇
于担当负责，埋头苦干，敬终如始，坚
持不懈为人民幸福牺牲奉献，为民族
复兴伟业奋斗拼搏。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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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辑要》上记载这样一个故

事：初唐名臣裴矩在隋朝做官时，对

隋炀帝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可到

了唐朝，他却一反故态，敢于当面跟

唐太宗争论，成了忠直敢谏的诤臣。

司马光就此评论说：“裴矩佞于隋而

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

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

为诤。”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们只有

在那些愿意听真话、能够听真话的人

面前，才敢于讲真话、愿意讲真话、乐

于讲真话。

做好领导工作，很重要的一个方

面就是要掌握实情，特别是要了解群

众的真实情况、真实想法、真实意愿，

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

领导干部千万不能陷入“真话屏蔽”状

态，也不能总埋怨“人心难测”，而应多

给自己把把脉、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说到底，

还是要端正对群众的态度，转变领导

作风，改进工作方法，善于在真心听中

求得群众的真心话。

态度诚恳是前提。态度是政治

立场、思想认识和人格风范的外在表

现，直接决定着人们是否愿意与之交

心。毛泽东在这方面为我们作了很

好的表率。1941年 3月，他在《农村

调查》序言中深有感慨地说：“这些干

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

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

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

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

不言，言而不尽。”1952年 10月，毛泽

东在河南考察时，正好碰上牧民尚景

富赶着羊群迎面走来。见此情景，他

立即指示停车让道，并步行上前与其

拉起了家常，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尚

景富做梦也没有想到人民领袖会在

路边跟自己谈心说话，还让“官车”给

羊群让道，感动之余说了很多心里

话。古人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

难”。如今一些领导干部，嘴上说着

要“甘当群众的学生”，心中却放不下

架子，甚至不屑于“俯身求教”。人心

是相通的，领导干部这种别扭的心

态，群众自然是“看在眼里，放在心

上”，真心话也就此屏蔽了。

胸怀气度不可少。真心话定然没

有奉承话那么好听，甚至往往夹杂着

一些抱怨和批评。真正想听真心话，

仅有表面的客套是不够的，需要有相

当的胸怀和度量。1961年，刘少奇到

湖南农村进行调研，期间他嘱咐随同

人员，要让群众把心里话讲出来，好话

坏话都要听，哪怕是骂我们的话。一

次座谈会上，他诚恳地说：“我是向大

家求教的。这次中央办了错事，我们

对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

错误要了解真实情况，希望大家帮助

我，向我提供真实情况。”在场的群众

十分感动，竹筒倒豆子般把以前想讲

而不敢讲的话都说了出来。现实生活

中，仍然有一些领导干部，好话听多

了，对不同意见总觉得“刺耳”，有的甚

至对批评意见耿耿于怀，久而久之，自

然就难以听到真心话了。

解决问题是关键。真心话往往是

与矛盾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勇于帮助

群众解决问题，自然也就能听到真心

话。革命导师列宁为了听到群众的心

声，掌握真实情况，经常亲自接见络绎

不绝的来访者。在热情的交谈中，他

仔细琢磨群众的每一句话，能马上抓

住问题的关键，提出解决的办法，给群

众满意的答复。正因如此，群众才信

任列宁、敬仰列宁，放心地把真心话说

给他听。反观眼下我们的个别领导，

对待群众是热情的，但对他们反映的

很多困难问题，往往不是很上心，甚至

一拖再拖，拖而不决，常常是问题变凉

了，人心变冷了。

语言艺术亦重要。语言是心灵之

桥，不一样的语言表达也会带来不一

样的交流效果。只有多说群众喜闻乐

见的语言，才能更好地与群众交流，更

多地听到真心话。李瑞环曾说，“说话

是门艺术，见到文人能说书，见到农民

能说猪”。这道出了领导干部能说会

说群众语言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

讲，接地气的语言艺术是一把能打开

群众心扉的“钥匙”。但至今仍有一些

领导，把“官腔”“官话”当作自己身份

的一种标识，平时说多了、说惯了，见

到群众时，想说群众语言也难免说不

像，自然缺乏说兵言兵语、网言网语、

方言俚语的本事，不经意间强化了彼

此间的感情隔膜，与群众的真心交流

自然就多了些障碍，群众的真心话也

自然难以听到了。

（作者单位:海军指挥学院）

真心听方能听到真心话
■谌 力

论苑漫笔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说：“我们
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
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他还
打比方说，这就“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
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
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这里
讲的“进货”，是指人的知识储备要做到
缺啥补啥，需要什么学什么，防止“缺
货”带来本领恐慌。

本领恐慌，是对能力不足的一种觉
醒，也是对知识储备不够的一种担忧，
应当予以提倡。然而，面对新知识新技
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有些同志却缺乏这
种知识危机感和本领恐慌感。有的抱
守老经验，自我感觉良好，不愿学、不想
学；有的对新理论新知识新技能望而生
畏，不善学、不会学；有的把学习当作装
点门面的把式，不真学、不实学。这种

得过且过混日子、疲疲沓沓吃老本的思
想和行为，显然与新时代新使命新作为
新要求不相适应。如不增强危机感紧
迫感，尽快优化知识结构、强化素质本
领，在强国强军的时代大潮中终将难有
作为，势必被淘汰。

非学无以广才,非学无以成功。
习主席指出：“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
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
依靠学习走向未来。”这告诫我们只有
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多“进货”、不“缺
货”，才能适应新时代、完成新使命、实
现新作为。

改革大潮百舸争流，信息时代不
学则退。我们一定要有坐不住的危机
感、慢不得的紧迫感、等不及的责任
感，抓紧多进货、努力进好货，使自己
的“能力商铺”里货源充足、品种齐
全。看齐追随多进“理论货”。深入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读原著、学原
文、悟原理，深刻领会核心要义、精神

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掌握其中
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切
实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瞄准需
求多进“专业货”。坚持干什么学什么、
缺什么补什么，把知识学习与解决工作
中的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学以致
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切实增强履职
尽责的专业本领。顺应时代多进“新鲜
货”。加强对新军事革命知识、现代军
事科技知识和现代作战理论的学习，广
泛涉猎新技术、新战法、新训法，加强对
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知识
的学习运用，努力拓展新知识、增强新
本领，确保知识储备与新时代同步共
进。厚实底蕴多进“营养品”。中华民
族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奋斗史，我党
我军艰苦卓绝、奋勇前行的斗争史，是
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座“富矿”既是清
醒剂更是营养剂。要善于从中汲取精
神营养，涵养文化底蕴，培塑历史思
维，从而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强
大的精神动力。

解决本领恐慌要多“进货”
■杨希圆 谭志伟

群 言 集

释义：2018年5月18日习主席在全

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

引用，语出唐代李白的《上安州裴长史

书》，意思是说，天地虽不能言语，依然

能够四季更替、万物长生。比喻天地

万物都有自身规律，并始终按照自身

规律运行。习主席引用此句旨在强调，

人类要遵循自然规律，坚持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

（陈佳锋、魏长明辑）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
用
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