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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

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中深刻指出：“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

代发扬。”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的一个重要内

涵，就是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

主义精神。我军历来以敢打敢拼闻名于

世，抗美援朝战争中以劣势装备战胜优

势装备之敌，打下很多硬仗、恶仗、大仗，

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靠的正是

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拼

的正是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的

高昂战斗意志。

革命英雄主义是革命事业的主旋

律，是战斗精神最基本的内容，是革命军

人思想觉悟和意志品质的体现，同时也

是建立在对战争性质、目的和意义正确

认识之上的一种思想感情。抗美援朝战

争的伟大胜利，再次证明正义必定战胜

强权，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

流。正是有了这样的革命英雄主义，尽

管当时中美两国国力存在巨大差距、敌

我双方武器装备对比极为悬殊，但这些

吓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动摇不

了他们夺取战斗胜利的决心。面对敌人

飞机、坦克的狂轰滥炸，志愿军将士胸怀

有我无敌、向死而生的革命斗志，毫不畏

惧、顽强战斗，只要一息尚存就血战到

底，“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连

长杨根思战斗至最后一刻，抱起炸药包

冲进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飞行员毕武

斌在战机中弹起火后，仍沉着驾机保持

编队，且战且进，将炸弹投向敌人阵地，

终因飞机损伤过重，坠海牺牲。这种大

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给对手以巨

大的意志威慑。“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喊出了志愿军战士向死而生的英雄气

概，唱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告诉我们，中

国共产党的力量，人民军队的力量，根基

在人民。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赋予革命英雄

主义强大的精神内核。高扬革命英雄主

义旗帜，志愿军官兵为国家生存而战，为

民族尊严而战，为世界和平而战。同时，

祖国和人民也为志愿军奋勇杀敌提供着

源源不断的物质支持和精神鼓舞。全国

各族人民由衷称赞志愿军将士为“最可

爱的人”，志愿军将士发自内心地说，“可

爱的祖国就是力量的源泉”，自觉把荣誉

归于党、归于祖国、归于人民。把党和人

民的关怀厚爱化作攻坚克难、杀敌立功

的旺盛斗志和自觉行动，从运动战到阵

地战，从进攻战到防御战，中国人民志愿

军愈战愈勇，越打越强，用一次次胜利打

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粉碎了侵略

者陈兵国门、进而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

之中的图谋，生动展现了同仇敌忾、勠力

同心，战胜一切困难和强大敌人的民族

力量。正如彭德怀同志在抗美援朝工作

总结中指出的那样，“一个觉醒了的、敢

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

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

红了它……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

中，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19万7千

多名英雄儿女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献出

了宝贵生命。对革命英烈最好的缅怀和

纪念，就是继承和发扬他们在战火中锻

造而成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志愿军老

战士李延年、孙景坤、徐振明等，始终保

持英雄本色、忠诚本色，他们或是在保卫

边疆的战斗中再立新功，或是深藏功名、

执着坚守平凡工作岗位，为我们在新长

征路上赓续红色血脉、接续发扬革命英

雄主义树立了光辉榜样。

人民军队是英雄辈出的军队，新时

代是成就英雄的时代。加快推进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把人民军队全面建

成世界一流军队，前进的道路上充满了

风险挑战，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从历史

走向未来，我们当深入学习抗美援朝英

雄事迹和革命精神，从中汲取丰富的历

史经验和精神营养。进一步强化爱党

信党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毫不动摇地坚

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增强号令意

识，锻造忠诚品格，坚决听从党中央、中

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上，厚植家

国情怀，矢志强军报国，把传承革命精

神与完成使命任务紧密结合起来，把能

打仗打胜仗作为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的

时代主题；用好部队演习演练和执行急

难险重任务的平台，自觉培树英勇无畏

的血性胆气，锻造不辱使命的过硬本

领；密切关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始终

保持雄赳赳、气昂昂的精神状态，敢于

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

强权政治，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经受住复杂形势和严峻斗争的

考验，关键时刻做到不辱使命。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

工作研究院）

●革命英雄主义是革命事业的主旋律，是战斗精神最基本的内容，是革命军人思想觉
悟和意志品质的体现—

高扬革命英雄主义旗帜
■薛艳晓 康 泉

铭记抗美援朝 熔铸战斗精神

影中哲丝

徒步行军，是增强体质、提高军事

素质的一种训练方法，也是磨练意志力

的有效途径。对于高原官兵来说，负重

数十公斤徒步行军，需要克服高海拔带

来的缺氧等不利因素影响，用顽强意志

不断战胜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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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人

的体力，能够征服现实中的高山；雄健的

精神，则能征服心中的险峰。首先征服

心中的险峰，才能把现实中的艰难险阻

踩在脚下。军人具有雄健的精神，就拥

有了胜战的锋刃。

徒步行军——

磨砺雄健的精神
■潘新宇 摄影并撰文

言简意赅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
带。”多用来强调模范带头作用的重要
性。此话有道理，但不尽然。少数人
的模范带头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
带动起多数人的积极性。

带头是一种姿态，带动是一种能
力。少数人模范带头，团结积极分子，
吸引中间分子，鼓励落后分子，转化为
工作带动，才能实现工作高质量快速
推进。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既要敢于
叫响“跟我上”，还要自己真正能上得
去、顶得住、拿得下，否则就不算带好
头。处处模范带头，追求自身过硬，是
必须做到的，但要把大多数人的积极

性调动起来，仅靠带头还不够。工作
中，既要带头做出好样子，还要开动脑
筋实现模范带头与工作带动相结合，
采取调动官兵主观能动性、营造公平
公正环境等多种方法手段，使每个人
的正能量都充分释放出来，最大限度
地引导激励大家齐心协力干事创业。

没有带头，就实现不了带动；有了
带头，还要积极搞好带动。干工作要
群策群力，如果只是少数人突出、少数
人在做，多数人动不起来，工作就没有
后劲。在一流的指挥员带动下，多搞
“大合唱”，让每个人都成为积极分子，
工作就带动起来了。

既要带头，更要带动
■武警洛阳支队 潘祖成

田径赛场上，运动员在临近终点
时，都习惯于最后一搏，奋力冲刺。这
样做，或是想力挽狂澜，实现“逆袭”，
或是想保持优势，不被他人反超，或是
想勇夺桂冠，打破纪录，总之，都是想
通过冲刺展示最好的自己，取得最佳
成绩。

冲刺阶段是整场比赛中的重要
一环，是需要打好的“收官”之战，必
须全力拼搏。由此想到临近年终的
工作，也和运动员最后冲刺阶段一
样，已开始进入“收官”阶段，尤须聚
精会神，全力把年度最后阶段的工
作做好。

常言道：“编筐织篓，全在收口。”
为年度工作画好“句号”，对“收官”阶

段的工作任务必须高度重视，按照年
度工作计划和上级要求，认真审视
“时间表”和“路线图”，如需调整则按
实际需求科学完善，不需调整则按计
划有序推进，以高标准、严要求抓好
落实。要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有些
工作可能受诸多因素影响，进度滞后
一些，但客观因素绝不能成为我们无
法如期完成任务的理由，一定要加快
进度，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务必按
计划完成。更要勇于克服困难，做好
打硬仗的充分准备，不论遇到什么艰
难险阻，都毫不退缩，迎难而上，以有
我无敌、舍我其谁的拼劲，以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的闯劲，攻坚克难，直至
取得最后胜利。

编筐织篓，全在收口
■第968医院 李 铭

方 法 谈

●“问计于兵”关键在怎么问、
问什么，重点在问完之后怎么办，
需要形成从意见建议到措施行动
的完整闭环

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中，习主席谈到“坚持问计于民”，鼓励

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

建言献策。“问计于民”是我们党坚持群

众路线的生动写照，也是防范风险、化

解矛盾、应对挑战的重要法宝。具体到

部队基层建设，则需要做到善于“问计

于兵”，用好基层官兵这个“智囊团”，发

挥好群众智慧，群策群力推动基层建设

发展。

基层部队作为贯彻改革举措的末端

和履行使命任务的终端，问题常与使命

共生，困难常与任务相伴。面对不断产

生的新情况、新问题，最需要应对办法，

也最难拿主意。如果单纯依靠上级机关

“传经送宝”，寄希望于“一张方子治百

病”，往往事与愿违。只有通过“问计于

兵”，充分发挥基层官兵主观能动性，提

高基层部队自建能力，才能有效解决实

际困难，化解矛盾问题。

我军历来有“问计于兵”的优良传

统。革命战争年代涌现出来的地道战、

地雷战、麻雀战等创新战法，正是一线

官兵的智慧结晶；新中国成立后，不少

基层连队在实践中摸索形成的先进带

兵经验和练兵方法在全军推广；时至今

日，仍有不少“兵教头”“兵专家”在部队

训练、装备改进、战法创新上建言献策，

为提升部队战斗力提供基层方案，贡献

基层智慧。

然而同时也要看到，在“问计于兵”

这个问题上，有些领导和机关干部仍做

得不够，不能有效调动起官兵建言献策

的积极性。有的不会“问计于兵”，喜欢

单打独斗，囿于“满负荷管理”等老套

路，以“鸵鸟心态”面对部队管理中出现

的新情况、新问题；有的不愿“问计于

兵”，害怕征求官兵意见会让自己失了

面子、丢了权威，热衷于搞“一言堂”，思

路不清点子多，情况不明决心大；有的

空谈“问计于兵”，落入形式主义的窠

臼，座谈会开得多，意见反馈少，建议征

求得多，采纳落实少，往往“只闻楼梯

响，不见人下来”。

毛泽东同志说：“先做学生，然后再

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

命令。”基层官兵战斗在一线、工作在一

线、生活在一线，在实践中积累了不少

好的经验做法，是名副其实的“百宝

箱”。善于“问计于兵”，激活基层官兵

建言献策的“一池春水”，许多困扰基层

建设的疑难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许多阻

滞发展的现实矛盾也能一破百通。

“问计于兵”关键在怎么问、问什

么，重点在问完之后怎么办，需要形成

从意见建议到措施行动的完整闭环。

首先应敢问真问，坚持发扬民主，拓宽

建言渠道，重视意见反馈，集体的事让

官兵举手，官兵的事让官兵动手，增强

基层官兵主人翁意识，激发基层官兵建

言献策的积极性，做到“想提建议有渠

道，提的建议能用到”。其次当问准问

细，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基层官兵最关

心的事，集中精力瞄准问题突出点、矛

盾集中点、困难交织点，开好“诸葛亮

会”，问题一个个讨论、一个个解决，解

决问题务求彻底，增强基层官兵“获得

感”。最后须用好用实，不能“雷声大、

雨点小”，征求意见轰轰烈烈，采纳落实

悄无声息，也不能“听风就是雨”，而应

把有用、管用、实用的意见建议筛选出

来，通过集体讨论去粗取精，利用实践

检验去伪存真，细化为措施，固化成制

度，优化为传统。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

所为，则无不成也”。基层官兵中蕴含着

丰富的智慧和无限的创造力，如果视而不

见，或者熟视无睹，就会打击官兵建言

献策积极性，让自己成为孤家寡人。只有

善于把广大基层官兵组织起来、动员起

来，充分激发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才能凝聚智慧力量，在花繁柳密中看清方

向，在风狂雨骤中行稳致远。

善
于
﹃
问
计
于
兵
﹄

■
易
淼
淼

不久前，又有一批有志青年怀揣父

母亲人的殷切期望和对军旅人生的美

好憧憬，走进了座座营盘。作为2020年

度的“迷彩新生”，携笔从戎更要携梦起

航。如何走好“兵之初”，意义重大。

青春有志，仰之弥高。从地方青年

到革命军人，改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

报国志、家国情。在走好“兵之初”的追

梦路上，青年官兵应打牢服从命令、听

从指挥的思想根基，把红色基因融入血

脉，在坚定从军报国的理想信念中做到

始终初心如磐。自觉以思想的力量、信

念的力量指引成长、解决困难、克服惰

性，自觉把“小我”融入“大我”，摒弃“小

九九”，涵养博大家国情怀，在献身使命

中让军旅青春崇高而多彩。

青年官兵初入军营，无论学士硕

士，首先要当好战士。青春是用来奋

斗的，成才路上无捷径可走，唯有脚踏

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前行。既要在“直

线加方块”的日常养成中校准自己“兵

之初”的准星，更要在投身业务、技能、

体能等训练中提振精气神，强化责任

感，以“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的奋斗，

在汗水中收获成长，在挫折中磨砺意

志，通过不松劲的奋斗，收获“兵之初”

的荣光。

精神本自磨砺生，血性是走好“兵

之初”的一剂良药。青年官兵更应以

血性激发斗志，向典型看齐，向榜样学

习，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

能战斗”的精神去守一方国土、保一方

平安、促一方发展。有了血性胆气，更

要有能打胜仗的底气。底气从何处

来？从平时高标准完成每一次训练任

务中来，从刻苦钻研打牢军政素质基

础中来。在未来的军旅生涯中，青年

官兵应牢记职责使命，苦练杀敌本领，

锤炼制胜之招，在急难险重任务中摔

打锤炼自己，熟练掌握业务技能，全面

提升核心能力素质，努力把自己锻造

成一专多能的时代尖兵，为强军兴军

贡献智慧与力量。

（作者单位：陆军军事交通学院）

迈好从军“第一步”
■宁继淦

●青春有志，仰之弥高。携笔
从戎更要携梦起航

谈 心 录

●只有打牢思想根基，对事业
爱得深沉、爱得赤诚、爱得痴迷，才
能让“心中的木炭”持续燃烧，始终
保持干事激情，做到永不懈怠

笔者单位有位老同志，虽然临近退
休，且身体不好，但干起工作来总是激
情如火、劲头十足，不仅把自己的“责任
田”搞得红红火火、风生水起，还牵头解
决了多个历史遗留问题。为何能保持
如此工作状态？用他的话说，“无论何
时何地，心中都要放一块燃烧的木炭，
让生命的火花激情飞溅”。

众所周知，一桶汽油，如果没有一

丝火苗将它点燃，即使纯度再高，也不
会发出任何光和热。同理，一个人的潜
力再大，如果不能想方设法将其激发出
来，潜力只能始终处于沉睡状态，无法
有效转化为过硬能力，更难以获得干事
成事的动力。相反，如果我们自觉在心
中放一块燃烧的木炭，点燃心房中每一
根火把，照亮心田里每一个角落，就能
做到无论顺境逆境，都始终保持火一般
的奋斗激情。

心中放一块燃烧的木炭，就能点
燃“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之火，迸
发“敢与天公试比高”的搏击之火，闪
烁“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坚韧之火，喷
薄“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冲锋之火。“红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红
军长征时期，面对天上地下的围追堵
截，面对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红军将

士们一路跋山涉水、攻坚克难、勇往直
前，就在于心中始终有一团熊熊燃烧
的火焰，熔铸的是一颗至真至诚、无私
无我的赤子之心，一颗向险而行、向死
而生的勇敢之心。有了这样的品质，
就能持之以恒地保持蓬勃朝气、昂扬
锐气和浩然正气，始终不被困难所压
倒，不被挫折所吓倒，不被名利所牵
绊，不被逆境所征服。

然而现实中，少数同志守成有余、
创新不足，瞻前顾后、担当不够，困难面
前不愿当先锋、打头阵，危急时刻不敢
涉险滩、挑重担，工作落实的质量效益
常在一般层次徘徊。究其原因，不是不
清楚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也并非缺乏干
事创业的平台和攻坚克难的能力，而往
往是心中缺少一块燃烧的木炭，内心总
是热不起来。即使偶尔激情澎湃一下，

也是三分钟热度，遇到一点挫折和失
败，就迅速冷却下来。可以说，如何在
心中放一块燃烧的木炭，并使它持续燃
烧，是干事创业需要认真思考并着力解
决的问题。

让放在心中的木炭持续燃烧，固然
需要外力推动和影响，但强化理想信
念、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更为重要。只
有打牢思想根基，对事业爱得深沉、爱
得赤诚、爱得痴迷，才能让“心中的木
炭”持续燃烧，始终保持干事激情，做到
永不懈怠。作为革命军人，更应主动点
燃心头的狼烟，让矢志强军的信念火炬
熊熊燃烧起来，驱散一切与事业追求格
格不入的私心杂念。如此才能不畏艰
难险阻，始终以澎湃激情和饱满干劲，
奋进在强军征程上，让青春飞扬、让事
业出彩，让生命焕发出绚丽光彩。

心中放一块燃烧的木炭
■周燕虎 程敬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