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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长，我们每年最热的时候到野

外驻训，有的战友吃不好、睡不好，还要

投入艰苦训练，这样‘自讨苦吃’有什么

意义呢？”列兵小曾问道。

小曾是家里的独生子，从小生活

优裕，没吃过什么苦。入伍后，面对硬

床板、大锅饭、“直线加方块”，他总抱怨

部队“训练太苦”“待得太累”。前不久，

连队到野外驻训，官兵们“晴天一身土，

雨天两脚泥”，风吹日晒、蚊虫叮咬等考

验更是让小曾叫苦不迭，感到训练没动

力、没激情……

小曾的抱怨引起了班长的注意。

班长找到他，耐心地讲：“吃苦是军人成

长成才不可或缺的一环。从我们穿上

军装那天起，风餐露宿、战风斗雨就是

家常便饭。要知道，真正的战场环境远

比我们现在经历的恶劣残酷得多，极端

的天气、蛇虫的侵袭、生死的较量……

种种艰难也许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但这

门‘课程’我们必须得补。如果追求安

逸、贪图舒适，那么当‘那一天’来临，我

们拿什么来保卫国家？”

对于小曾这样的情况，班长感触颇

深。如今，“95后”“00后”战士已经成为

军队的主体力量。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

的他们，眼界开阔、思想活跃、个性鲜明，

给军营注入了新的活力。但部分战士入

伍前被呵护与关爱环绕，经历少、阅历浅，

缺少笑对苦累的乐观精神和直面苦累的

血性韧劲，一旦环境苦点、训练累点，就容

易产生畏难情绪、逃避心理。所以，青年

官兵有必要对苦累树立正确的认识。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人们常

说，吃苦就是吃补。吃苦犹如补“钙”，

能让自己抗挫折能力更强。对于青年

官兵来说，吃苦实则是一剂良药。进入

军营，就好比种子落入土壤，想破土而

出，长成参天大树，不经受风吹日晒是

不可能的。但在军营中吃的苦不会白

吃，它不仅能让你练就强健体魄，更能

培养造就你顽强坚毅、果敢担当、乐观

向上的品质。这些都将成为你受益终

生的立身之本、成业之基。

一切伟大瑰丽事业的成就和非凡意

志品格的形成，无不伴随着艰苦卓绝的

努力。长征路上，红军战士以草根果腹、

皮带充饥，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移；抗美

援朝中，志愿军将士“一把炒面一把雪”，

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我国“两弹一

星”元勋们，在环境艰苦、物资匮乏、设备

有限的情况下，啃咸菜、斗风沙、抗严寒，

埋头搞科研，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参

加国际军事比武“厄尔布鲁士之环”的勇

士们，在生命禁区挑战生理和心理极限，

一次次登上雪域之巅……正是这种肯

吃大苦、能耐辛劳的品质，使得他们淬

炼成钢，创造了辉煌成绩，写就了出彩

的人生篇章。

不论什么时候，能吃苦都是合格军

人的“准入证”，艰苦环境都是广大官兵

成长成才的“磨刀石”。许世友将军曾

说：“练兵就要练吃苦耐劳，在寒天、热天

都能打仗，才有战斗力。”就拿野外驻训

来说，它不是简单的训练场地转换，更不

是体验野外生活，而是为了更好地贴近

战场环境练兵。要知道，从来没有哪个

战场是舒适的，因此，与打仗无关的“舒

适”，决不能带入驻训场。同时，我们更

须利用好野外驻训所创造的实战化练兵

的有利条件，做到什么苦都不怕、什么苦

都能吃。如此才能锤炼出能打胜仗的过

硬本领和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把自己

锻造成一名合格军人。

那天之后，小曾不再牢骚满腹，训练

场上他铆足了劲，与战友们一起战高温、

斗酷暑，全面摔打磨练，努力补齐能力短

板，因为他深知，多吃苦才能强筋骨。

多吃苦才能强筋骨
■王路加 谢文剑

●领导干部尤其应以身作则，
重视自我约束，时常自我反思，自觉
做到不碰“高压线”、不越“警戒线”，
引导大家防微杜渐，严于律己

平时抓建部队，在风气建设上会面
对一种“病毒”。这种“病毒”不易察觉，
且易变异，如果不能及时有效治理，将会
影响军心士气、制约战斗力建设。对这
种“风气病毒”，必须早抓严抓，防微杜
渐，防止养痈遗患。

风气建设防微杜渐，核心在组织，关
键在领导。从正风肃纪形势看，面对作
风建设新常态、纪律建设新要求，在抓风
气方面，绝大多数党员领导干部态度坚
决，落实有力，然而也有个别同志见事
迟、反应慢、抓得虚，有的光喊口号不见
行动，有的只见行动不见效果，有的虽一
时见效，却又出现反弹。对此必须充分
发挥组织领导作用，对已经出现的问题
苗头，决不能视而不见、听之任之，须快
速应对、快速整治；对已经暴露的问题，
更不能犹豫迟疑、轻拿轻放，须痛下决
心，依纪依规处理；对已挂空挡的责任，
要果断采取“一线督导”的办法，决不能
主体失位、主管失效，应主责主抓，不见
成效不撒手。

风气建设上出现一些不良倾向，根

子在于一些人思想上出了问题。做好防
范和纠治工作，就要从思想抓起。要抓
好政策性、针对性、警示性教育，让大家
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做了什么就
是违纪、就要受处理。在手段上，要坚持
各种监督多管齐下、多措并举，做到时时
处处有人抓、有人管、有人提醒，让大家
习惯于在监督之下健康透明、清爽干净
地工作生活。领导干部尤其应以身作
则，重视自我约束，时常自我反思，自觉
做到不碰“高压线”、不越“警戒线”，引导
大家防微杜渐，严于律己。

风气建设防微杜渐，贵在精准。实
践证明，抓风气建设需要精准施策。
我们常讲要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第一种形态的咬耳扯袖、红脸出
汗，适用于出现问题苗头时。这时须
及时提醒当事人，做到防患于未然。
第二种形态的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
适用于出现“轻症”时，应将问题解决
在轻微状态，防止事态持续恶化。第
三种形态的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
整，要求对所犯错误严肃对待，做到惩
前毖后。第四种形态的立案审查，适
用于不收敛、不收手，严重违纪涉嫌违
法者，须严厉惩处，绝不姑息，以儆效
尤。领导干部尤其应着眼于防微杜
渐，运用好第一种形态，把防范工作做
在前。如果一些问题出现苗头甚至形
成了不良倾向，但组织不掌握、领导不
提醒、周围人不发声，就会导致问题由
小变大，最后追悔莫及。

抓风气须防微杜渐
■赵 洋

方 法 谈

徐金鑫绘

●咬紧牙关的努力往往与成
功相连

最近单位组织报考军校的学员苗

子参加军事课目考核，看着他们雄心

勃勃奔向考场的青春身影，我不由得

想起自己当年报考军校参加训练选拔

考核时的情景。

那年，我和其他报考军校的战友

一起，先后参加了武装越野、400米障

碍等多个课目的考核。其中令我印象

最深的是手榴弹投准这个项目。作为

连队的班长骨干，武装越野等拼体力

的课目，我平时练得很扎实，成绩优秀

且稳定。而手榴弹投掷这个课目，过

去投远练得多，投准练得少。这个课

目是选拔考核前两周，才通知我们要

考核的新内容。课目要求站在30米

开外，投掷3枚木柄手榴弹，至少两枚

进入目标圈才算合格。

面对新内容带来的新挑战，和我一

起报考军校的战友们，有的觉得时间紧

来不及练，能不能过关只能碰运气。而

我感到，投准虽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

通过强化训练，能够增加合格的把握。

我下定决心，越具挑战性就越要挑战一

下，暗暗告诫自己“必须投合格”。

那段时间，我将连队器材室里的

两箱木柄手榴弹搬到训练场，跟连队

干部学习“左手指向右手投”的投准训

练法，加班加点训练。由于对自己的

严苛与强求，我在选拔考核中顺利过

关，拿到了军校招生考试的“入场券”，

最终如愿考上了军校。

著名作家柳青说：“人生的道路虽

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

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在军旅人生的紧

要处，在工作训练的关键点，在干事创

业的瓶颈期，能不能尽全力搏一把，能

不能对自己强求上一回，往往能体现

出一个人的工作标准和干劲，反映出

一个人的拼搏精神和战斗意志。咬紧

牙关的努力往往与成功相连，庸庸碌

碌的无求常常离失败不远。

工作生活中，我们听过太多劝人不

强求的“心灵鸡汤”，诸如“既然无法强

求，不如随遇而安”“遇事不强求，别为

难自己”之类的话。现实中，部分官兵

常用这样的想法宽慰自己，一遇到挑战

就轻言放弃，一碰到困难就想着逃避，

全然没有“无惧风雨勇向前”的斗志，最

后往往一事无成。

“历劫方显钢骨硬，经霜更知秋水

明”。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我

们见到了许多对自身职责使命“强求”

的身影：时任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的

张定宇，虽身患绝症，却依然坚持战斗

在抗疫一线；为了尽快回到工作岗位，

年轻医生甘如意背上行囊骑行辗转

300公里回武汉上班……他们勇于担

当、迎难而上，是对“得强求处且努力”

的最佳诠释。当然，强求也要充分考虑

条件，拼搏也要讲科学。但要干成一番

事业，必须拼尽全力，不达目标不罢休。

人生能有几回搏。我想对那些有

理想、有目标、有抱负的战友们说：“追

梦军旅路，得强求处且努力！”

得
强
求
处
且
努
力

■
唐
继
光

谈 心 录

在九江抗洪一线，为了抵御即将

到来的洪峰，第 71集团军某部官兵

争分夺秒运送沙袋。他们拼尽全力，

赶在洪峰到来之前完成了子堤加固

任务。

面对汹涌的洪水，人民子弟兵冲锋

在前、迎难而上，再一次用血肉之躯筑

起一座座牢不可破的堤坝。

年轻的官兵为何能够如此英勇无

畏？根本原因是四个字：为了人民。为

了人民，越是艰险越向前；为了人民，如

山使命扛在肩。为了人民，既是初心的

映照，也是奋斗的动力源泉。

只要党有召唤，只要人民需要，人

民子弟兵就会勇往直前，坚决完成党和

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为了人民——

越是艰险越向前
■郝明明/摄影 陈俣林/撰文

影中哲丝

●过去已然成为历史，那些失
去的遗憾、曾经的痛苦不该成为前
进路上的羁绊。把握好当下，才是
正确的人生态度

泰戈尔在《飞鸟集》中写道：“如果你
因错过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
星了。”在人生漫长的旅途中，不可能事
事如意，总会留有遗憾。过去已然成为
历史，那些失去的遗憾、曾经的痛苦不该
成为前进路上的羁绊。把握好当下，才
是正确的人生态度。

命运宛若一杯茶，有的人只尝到
其中的苦涩，而有的人却在经历苦涩
后品到甘甜。秋天的落叶早已消融在
泥土中，化作春泥滋养生命之树，又何
须感怀逝去之景？面对岁月永不停歇
的脚步，沉湎于往日，无异于枉费光
阴，为何不挥手作别过去，把握好当

下？军旅生涯中，年轻的战友有时会
在成长进步等问题上未能达成所愿，
有的便心生抱怨、萎靡不振，以至于影
响工作而逐渐掉队。相反，有些人则
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去审视这些问题，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认真干好当下
的事，积累工作经验，提高能力素质，
使自己变得更加优秀。把握当下不是
忘记过去，而是努力向前看，脚踏实地
追求进步。实践证明，坦然面对逝去
的过往，认真把握好当下，努力有所作
为，才能不负韶华。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把握好当下，
才可能拥有美好的明天。哲人说：“只有
一个时间是需要我们把握的，那就是现
在。只有把握现在，我们才能有所作
为。”在强军兴军实践中，年轻官兵要敢
于尝试不怕受挫，化挫折为进取动力；立
足于正在做的事情，立足于本职岗位，奋
勇拼搏。就像诗中所说，失去了鲜花，你
拥有了果实；失去了果实，你拥有了种
子；失去了种子，你便拥有了一个生机勃
勃的春天！

把握好当下
■许 可

●铸牢守初心的政治信仰，涵
养讲真话的政治品格，锤炼善斗争
的政治本领，扛起敢担当的政治责
任，养成严自律的政治习惯

提高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能

力，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关键所在。

对于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说，政

治能力是管总的、管根本的，是第一位的

能力。政治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要经

过艰苦的政治训练和政治历练不断提

高。党员干部应紧跟新形势、适应新要

求，注重加强政治能力训练。

铸牢守初心的政治信仰。政治信

仰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也是政治

能力的灵魂命脉。坚定政治信仰，必

须坚守初心，始终站稳政治立场，做党

的根本宗旨的坚定信仰者和忠诚实践

者。守初心，就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

著作中追根溯源、汲取力量，在学思践

悟中牢记初心使命，获取精神营养、升

华思想境界。持续深化理论武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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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懂弄通往

深里走、常学常新往心里走、细照笃行

往实里走。守初心，就要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坚定信念信心。在

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国家繁荣稳

定，人民安居乐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前景光明。今年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果断决策部署，

14亿中国人民构筑起同心抗疫的坚固

防线，取得了抗疫斗争的重大战略成

果，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党员

干部应以坚定政治信仰投身伟大事业，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始终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马

克思主义。

涵养讲真话的政治品格。讲真话

是党性的反映，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

品格。讲真话是党员干部真理在身、正

义在手和有公心、有正气的重要体现。

加强政治能力训练，必须把讲真话作为

重要的政治品格来涵养，养成讲真话的

习惯，形成讲真话的氛围。发挥政治检

视的牵引作用，坚持把忠诚老实、敢讲

真话作为党员干部政治考核的重要内

容，不仅看表态，更要看行动，看效果。

发挥党内生活的“熔炉”作用，让讲真话

成为党内生活的常态，做到跟组织交实

底、跟同志交真心。发挥制度机制的保

证作用，认真贯彻党内有关法规制度，

把讲真话的制度安排和民主作风落到

实处，让敢于直言的人不坐“冷板凳”，

不被“穿小鞋”，让敢讲真话、埋头苦干

的人得到重用，让说假话、弄虚作假的

人无利可图、无机可乘。

锤炼善斗争的政治本领。敢于斗

争、善于斗争是党员干部极为重要的政

治本领。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

的伟大斗争，需要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

去推动。加强政治能力训练，党员干部

就要勇于在重大政治活动、重大风险处

置中摔打历练，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的战士。面对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斗

争，要充分认清敌对势力的政治图谋，

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面对重

大自然灾害斗争，要始终站稳人民立

场，勇当攻坚克难先锋；面对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站在新时代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坚持党性原

则，坚决与腐败现象进行斗争；积极开

展思想斗争，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

锐利武器，敢于刀口向内，分清是非、辨

别真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统一意

志、增进团结，以自我革命精神不断检

视、反省和改造自我，增强党内政治生

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

扛起敢担当的政治责任。担当是

责任，更是能力。加强政治能力训练，

党员干部既要锻造敢于担当的宽肩

膀，还要练就善于担当的真本领。党

员干部应加强主动担当的自觉，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以守土有责、守土负

责、守土尽责的强烈责任意识担当作

为，在其位、干其事、求其效，创造无愧

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业

绩。对于组织而言，应以“减压松绑”

让党员干部敢于担当，建立健全容错

纠错机制，切实为敢于担当者撑腰鼓

劲；要通过“壮骨强筋”让党员干部善

于担当，强化能力培训和实践锻炼，尤

其要注重在重大任务中摔打锤炼党员

干部，使其尽快弥补知识弱项、能力短

板、经验盲区，涵养党员干部担当作为

的底气和勇气。

养成严自律的政治习惯。政治习

惯是讲政治的内在要求，是政治能力训

练的题中应有之义。党员干部养成良

好的政治习惯，绝非一日之功，必须严

格自律、长期养成。要养成旗帜鲜明讲

政治的习惯，始终保持清醒政治头脑，

遇事多想政治要求、办事多想政治规

矩、处事多想政治影响，不断提高从政

治上观察、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养成依法公正

用权的习惯，牢记公权姓“公”，切不可

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做到秉公用权、依

法用权、廉洁用权；养成严守清廉的习

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军委

十项规定精神，严守《中国共产党廉洁

自律准则》，在各种诱惑面前，守得住清

廉、经得住考验，做新时代忠诚干净担

当的党员干部。

注重加强政治能力训练
■杜勤俭

知行论坛

生活寄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