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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热闻评说

基层观澜

八一时评

玉 渊 潭

英雄模范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人。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方面，英雄模范

是广大党员干部的榜样和标杆。

习主席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对照先进

典型、身边榜样”找差距，“要宣传正面

典型，宣传党员干部身边可信可学的先

进人物”。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编

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优秀共

产党员先进事迹选编》，供全体党员干

部学习。可以说，宣讲英雄模范故

事、感悟英雄模范崇高、践行英雄模

范精神，已经成为主题教育的有力抓

手和重要内容。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日子

里，278名个人、22个集体被评为“最美

奋斗者”，36人荣获“共和国勋章”和国

家荣誉称号，“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国

家大型成就展专门开辟了7面英雄模范

人物墙……这些不同时期、不同行业的

英雄模范深深感染着、激励着广大党员

干部。很多单位把英雄模范当作主题

教育的生动教材，积极开展“学习英雄

事迹、践行初心使命”等活动，确保主题

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英雄模范身上见信仰信念，见家国

情怀，见人格风骨。他们是忠诚干净担

当、为民务实清廉的典型代表，是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践行者，是有形

的正能量、鲜活的价值观。无论是贯彻

主题教育的总要求，还是实现主题教育

的具体目标，英雄模范都为我们作出了

示范、立起了导向。军队深入开展第二

批主题教育，仍需不断讲好英雄模范的

感人故事、传承英雄模范的鲜明品格。

英雄模范的一生，是忠诚的一生。

天下至德，莫过于忠。忠诚，就是英雄

模范们都对党和人民事业矢志不渝、百

折不挠，坚守一心为民的理想信念，坚

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的初心使命，用一生的努力谱写了感

天动地的英雄壮歌。“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两弹一星”元勋于敏用一辈子践行

了一位科学家对党和国家的忠诚。面

对国家机密，他在28年的时间里对妻子

都守口如瓶，凭着满腔忠诚和热血，坚

持拼搏鏖战，和许许多多有名、无名的

“核卫士”一道，实现了“氢弹突破和武

器化”，挺起了新中国不屈的脊梁。“党

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是靠千千万万党

员的忠诚奉献而不断铸就的。”无数英

雄模范之所以成就非凡事业，最大精神

支撑就是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

幸福的忠诚担当。

英雄模范的一生，是执着的一生。

不执着无以成大业。英雄模范总是在

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最需要的时候

冲锋在前，再危险也执着坚守，再困难

也坚定不移，始终乐于牺牲、无怨无

悔。黄旭华30年隐“功”埋名志不移，屠

呦呦60多年未停止中医药研究，张富清

60余年深藏战功，于漪从教68年不离

讲台，李延年60多年永葆英雄本色，孙

家栋90多岁高龄依然攻关不止……他

们一生只做一件事，矢志不渝、百折不

挠，一辈子燃烧自己、奉献自己，展示了

爱党爱国爱军的赤子之心。

英雄模范的一生，是朴实的一生。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英雄

模范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忘我工作、无

私奉献，不计个人得失，舍小家顾大家，

其中很多同志都是做隐姓埋名人、干惊

天动地事的典型，彰显了大我、忘我、无

我的崇高境界。铁人王进喜，“宁肯少

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好干部

谷文昌，“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

掉”；“太行愚公”李保国，“老百姓需要

什么，我就研究什么”；“为民书记”郑培

民，“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反恐

斗士”王刚，“练出绝招硬招，做永不卷

刃的刀锋”；甘祖昌、龚全珍夫妇，“坚持

跟 党 走 到 底 ，为 共 产 主 义 奋 斗 终

身”……这些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充分

证明，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

毛泽东同志说：“典型本身就是一种

政治力量。”身教重于言传，具体强于抽

象，“一个榜样胜过书上二十条教诲”。

向英雄模范学习，最关键的是要学精神、

学品质、学方法。开展好主题教育，每名

党员干部都要把英雄模范视为榜样，认

真对标对表英雄模范的品格，努力查找

自身在思想觉悟、能力素质、道德修养、

作风形象等方面与英雄模范的差距，真

正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解决好违背初

心和使命的各种问题。如此，才是对英

雄榜样最崇高的致敬、最深刻的学习，才

能激起奋进奋发的力量，更好地推动主

题教育走深走实。

（作者单位：火箭军某基地）

讲好英雄故事，弘扬英雄品格
——推动军队第二批主题教育走深走实系列谈③

■张凤中

明代郎瑛的《七修类稿》中记载，正

统年间，处州的叶宗留企图谋逆，强行征

人入伙，有个生员的父亲亦在被征之

列。这名生员往诉于府，府主不理会他，

拂衣而出，还说了句“水上打一棒”。对

于这句话，郎瑛解释为“空无用”。

当时的情境已无从细究，但“水上

打一棒”这句话，却是十分形象。一棒

子打在了水面上，固然也能激起不小的

水花、弄出不小的动静，但不消一会儿，

水面就会复归平静，像是什么都没发生

过一样。如此这般，不是“空无用”又是

什么？

然而，自古至今都不乏一类人，他

们喜欢做的就是“水上打一棒”之事。

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感”，他们总想弄

出点儿响动来，但是又没把力气用对地

方，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全都打在了水

面上。于是乎，他们看似天天也在忙

活，却是“空无用”的白忙活，终至于无

所成就、湮灭无闻。

比如，宋代吴处厚的 《青箱杂

记》 记载，有两人热衷于奔竞钻营，

“闻风即至，未尝暂息”，其中一人被

称作“望火马”，另一人被叫作“日游

神”。此二人，真实的姓名都没留下，

可笑的绰号却流传于后世。究其原

因，正在于一颗心无处安放，做了太

多“空无用”的事。

但有的人，不仅不觉得“水上打一

棒”有问题，还把“水花”的大小、“水声”

的大小，当作一种成就。殊不知，这种

“易碎”的成就，根本经不起掂量。

还有的人，明明想赚名声、捞成绩，

却不愿出力气、费心思，企图靠“水上打

一棒”哗众取宠、博人眼球，这就是一种

虚伪造作了。比如，唐代有个人叫陈希

闵，曾担任司刑司直的官职。此人是无

才无能之辈，却又喜欢显摆自己。凡是

由他经手的公文，删改之处甚多，时间

又拖得很长，以致纸张穿破，如针刺一

般，出现很多孔洞，所以被称为“按孔

子”。试想，如果这样装腔作势的人多

了，怎能把工作做好？怎能把事业推向

前进？

尤其对军队建设来说，如果做“水

平面”以上之事的人多，做“地平线”以

下之事的人少，后果更为严重。正如蔡

锷在编辑《曾胡治兵语录》时所加的按

语：“社会以伪相尚，其祸伏而缓；军队

以伪相尚，其祸彰而速且烈。”蔡锷反复

强调，各级各类军人要将“伪之一字排

斥之不遗余力，将此种性根拔除净尽，

不使稍留萌蘖”。

与“水上打一棒”相对的，则是

“一棒一条痕”。王守仁在《传习录》中

讲得好：“时时刻刻须是一棒一条痕。”

具体到每名官兵，具体到现实工作，就

是要抓问题切中要害，办事情件件落

实，时刻保持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态

度，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劲头。如

此，事业才会越干越有底气，步伐才会

越走越坚实。

少做“水上打一棒”之事
■王永利 刘智信

“油料需求单、油料指标签发单、油
料补充单……”前不久，某部组织的战
备拉动中，一名驾驶员未能“跑”完 3张
油料审批单，贻误了战机，导致战车未
及时加油而无法出动。此事引起该部
党委机关深刻反思，他们举一反三，依
法简化了冗长繁琐的审批程序。

这正是：
忽闻警报战备急，

怎奈加油层层批。

打赢还须争分秒，

莫因繁琐误战机。

胥萌萌图 史建民文

【故事】近段时间，被授予“人民科
学家”国家荣誉称号的中国空间技术研
究院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
建，再次走进人们的视线。叶培建有一
句名言：“‘要做个可怕的人’，就是让困
难怕你。”他认为，航天是一项“差一点
点就成功、差一点点就失败”的事业，面
对困难就要迎难而上、越挫越勇。
【点评】

对一般人而言，面对困难总会有一

定的畏惧心理。叶培建却让困难害怕，

这是何等的豪气和无畏！正是因为不

怕困难、善于攻坚，叶培建成为我国嫦

娥系列月球探测器研制团队的“大专

家”，成为无数青年英才心中的“主心

骨”。从资源二号到嫦娥一号，从圆梦

月球到逐梦火星，有他在，“发射不紧

张、队员吃得香”。叶培建从事航天事

业的50年，就是挑战困难、战胜困难的

50年。正是这种不怕困难的勇气和胆

魄，让我国探月工程突破障碍、越走越

远。我们向叶培建学习，就要努力做一

个让困难害怕的人。

很多时候，困难是客观存在的。对

待困难的态度，决定工作状态和事业成

就。只有不怕困难，攻破难关，才能开

辟坦途，迈向新天地。倘若惧怕困难，

稍遇一点风浪就退缩，结果只能是停滞

不前，甚至走下坡路。事实证明，美丽

的大海总在翻越山岭后才能看到。敢

于在困难面前逞英雄，什么样的成就都

能创造出来。

做难事必有所得。有人对困难作

了两个比喻：一个是，“困难就像老鼠，

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另一个是，“困

难就像一条狗，你怕它，它就会咬你”。

可见，困难并不可怕，关键要有藐视困

难的勇气、战胜困难的决心。我国在一

穷二白的基础上制造原子弹难吗？难

于上青天。结果“两弹元勋”们无视困

难、不怕封锁，与艰苦环境斗、与无数难

关斗，终于炸响了“争气弹”。失去双腿

的人攀登珠峰难吗？难度不可想象。

有个叫夏伯渝的攀登者，不惧风险，4

次挑战，终于成功登顶。“山再高，往上

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总能到

达。”无数像叶培建那样的奋斗者，坚持

让困难害怕，终于走向胜利。

当前，我军正处于转型建设的关键

期、战略能力的形成期、跨越发展的突

破期，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重担历史性

地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肩上。展望新的

长征路，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隘口需要

攻破，有这样那样的险滩需要闯过。只

要我们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勇挑重担、

奋斗不止，把困难当作垫脚石，把干劲

当作催征鼓，就一定能应对一个又一个

挑战，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奋力把新

时代强军事业推向前进。

善行者究其难。让我们记住不怕

困难的“叶培建们”，记住毛泽东同志的

一句话，“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做一个让困难害怕的人
■韩伟锋

创军人荣光，传和平友谊。

10月18日，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在武汉开幕，习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宣

布运动会开幕。这是我军体育运动史上

的一次盛会，军队为之聚焦，全国为之振

奋，世界为之瞩目。

我军体育健儿为和平友谊而来，也

为捍卫国旗军旗荣耀而来。

“体育竞赛之最绝妙处乃由于它只在

手做，不在口说。”这是赫尔巴特的一句名

言。体育最能检验和衡量实力，包括一支

队伍的精神、荣誉、状态、水平等。它从来

不玩虚的，要想争先就得拼搏。

8月29日，本届军运会我军体育代

表团召开成立暨誓师动员大会。在庄严

的国歌声中，我军体育代表团成员集体

宣誓：“祖国荣誉、使命如山，顽强拼搏、

奋勇争先……”誓言似催征的战鼓，点燃

奋斗的激情。这个誓言要落地砸坑，只

能靠弘扬八一精神、弘扬中华体育精神，

靠顽强拼搏、敢打必胜来实现。

体育是力与美的展示，背后支撑的

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前

不久，习主席对中国女排夺得世界杯冠

军专门发出贺电并亲切会见部分代表。

中国女排的荣耀，不仅在于她们夺得了

冠军，更重要的是她们在赛场上展现了

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

败的精神面貌。

军人，天生追求胜利，本身就是竞技

的代名词。世界军人运动会，是全世界

军人的较量，竞争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我们常说，和平必须以强大的实力作后

盾。对我军体育健儿来说，体现实力就

是要夺第一、争冠军。很多体育项目，有

的是从战场演化而来，有的本身就是军

事课目，譬如军事五项、海军五项、空军

五项、跳伞等竞赛。在军运会比赛中取

得优异成绩，既是一个国家体育水平的

展示，也是一支军队军事技能、训练水平

的亮相。某种意义上讲，军人运动会，就

是捍卫军人荣耀的战场。

在前六届军运会上，我军代表队获得

了金牌总数4次第二名、2次第三名的成

绩。这届军运会是军队调整改革后，我军

专业体育运动员首次参赛，全军和全国人

民都给予极大关注和期望。能否取得优

异成绩，检验体育健儿的铁血担当和竞技

水平，也检验我军体育改革效能。参赛健

儿身上赓续着我军敢打必胜的血性基因，

传承着前辈运动员留下的优良传统，这是

我们的制胜密码和优势所在。从去年以

来我军运动员的表现来看，在俄罗斯，八

一摔跤队勇夺4金3银1铜；在瑞典，八一

铁人三项队拼下女团冠军；在匈牙利，八

一跳伞队以6枚金牌独占榜首；在巴西，

八一跆拳道队3次在加时赛中以“金腿”

制胜……只要我军体育健儿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始终保持打

硬仗、争一流的劲头，就一定能取得优异

成绩，展示我军风貌，捍卫军旗荣耀，无愧

于“八一队员”的称谓。

军人建功在战场，也在赛场。养兵

千日，用兵一时。此时不搏，更待何时？

本届军运会，就是我军体育健儿报国建

功的好时机。我们期盼更多体育健儿站

在领奖台上，升国旗、奏国歌，扬国威、振

军威！

“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

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本届军运

会，是中国军人在世界舞台上的一次重

要亮相。竞技状态、比赛名次固然重要，

传递友谊、和平、公平的理念同样重要。

中国体育健儿当尊重对手、尊重裁判，文

明守纪、干净参赛，播撒友谊、倡导和平，

用实际行动展示一流军人的精神风貌、

彰显大国军人应有的世界胸襟。

（作者单位：平顶山军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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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办文，重在效率。某部党委机

关提出，公文要急行不要旅行。这一要

求，引人反思，也很有现实针对性。

公文是协调工作落实、推动工作完

成的规范性文件。公文运行越高效，越

彰显其价值和意义。然而，在少数党委

机关，处理公文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急

行，力求效率效益；另一种是旅行，慢慢

吞吞，行走缓慢，像是“闲庭信步”。部队

是要打仗的，效率就是胜算。那种“旅行

式”的公文运行方式，背离工作要求、脱

离打仗节奏，是一种形式主义，也是一种

和平积弊。

没有效率就没有一切。现实生活

中，有些机关干部明明知道公文急行的

意义，却仍让公文旅行，根本在于不敢担

当作为，害怕承担风险，他们宁愿让公文

慢慢行走，也不愿简化程序、提高效率。

在他们看来，如果为提高效率而出了岔

子，或让领导不高兴，就太不划算了。

邓小平同志曾批判：“许多小事也办

文解决，公文旅行；问题很久得不到解

决，或者问题已经解决，公文还在旅行。”

这一现象，今天仍然需要警惕并纠正。

须知，兵贵神速，“利用寸阴是在任何种

类的战斗中博得胜利的秘诀”。平时让

公文急行，战时才能避免文牍主义，达到

“以快吃慢”的效果。

公文要急行不要旅行
■毛志杰

为破除和平积弊、贯彻落实减负要

求，很多单位明确规定：一般性的领导讲

话、会议发言等材料，把事情说明白、举

措列具体即可，坚决杜绝四六句、反对刻

意追求对仗。此举深受官兵欢迎。

领导讲话是常用的一种材料，也是

一种工作方式和指导方式。讲话之中，

见思想，见作风，见态度，也见战斗力标

准。部队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打仗，讲话

材料与打仗对表、为打仗服务才是本分，

才不会跑偏。那种不计成本、不重效率，

“读起来顺口、念出来有调”“竞一韵之

奇，争一字之巧”的对仗材料，与打仗的

氛围和要求很不相符。

《遁斋闲览》记载，李延彦献《百

韵诗》于上官，其间有句：“舍弟江南

殁，家兄塞北亡。”上官看后，十分悲

悯。李延彦解释道：“实无此事，图对

偶亲切耳。”今天看来，虽然可笑，却

令人反思。当下，“不良文风的总根

源，主要在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少数领导干部总喜欢搞“对仗材料”，

重要原因就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思想

在作祟，灵魂深处对主责主业不够重

视，不是为了打仗写材料，而是为了好

看工整、彰显政绩写材料。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指挥员的讲话

行文非常简洁明快。未来战争，节奏更

快，分秒必争，容不得为一词一句的对仗

耗时费力。只有平时坚持简短高效、准

确易懂，上了战场才能有效应对、赢得战

机。

讲话为打仗不为对仗
■张颖科

自古至今都不乏一类人，他们喜欢做的就是“水上打一棒”之

事。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感”，他们总想弄出点儿响动来，但是又

没把力气用对地方，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全都打在了水面上。于

是乎，他们看似天天在忙活，却是“空无用”的白忙活，终至于无所

成就、湮灭无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