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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观澜

长城瞭望 八一时评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恩格斯指出：“枪是

不会自己射击的，需要有

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

去使用它们。”当科技浪

潮汹涌澎湃的时候，最急

需的是更新头脑。科技

强训，不仅需要“勇敢的

心”“强有力的手”，还需

要“智慧的脑”。

漫画作者：任天宇

战争是力量的对抗，也是科技的角

逐。实施科技强训，是提高打赢能力的

重要途径。

“深化科技强训，强化科技是核心

战斗力思想”“大幅提高训练科技含

量”。统帅一声令，全军风雷动。新年

伊始，从冰天雪地的北疆边陲到温暖如

春的南海之滨，从波浪滔天的东海海域

到层峦叠嶂的高原密林，全军部队闻令

而动、遵令而行，信息链助铁甲卷起千

堆雪，数据流引战舰劈开万重浪，练兵

场上处处呈现出科技强训的壮观场景。

马克思把科技喻为“历史的有力

杠杆”和“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现

代战争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智能化

特征日益显现，战争的制胜理念、制胜

要素、制胜方法都发生重大变化，科技

因素在战争制胜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科技强训在推动战斗力生成中的“杠

杆”和“革命力量”作用愈发凸显。军

事科技发展不仅催生出全新的战争手

段，也从根本上改变着训练的形式、手

段和方法。可以说，脱离科技强训，就

会脱离现代战争实践；提高科技含量，

才能提高打赢胜算。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主席洞察世界军事大势，反

复强调“发展先进训练手段和方法”“不

断加大科技练兵力度”，为科技强训指

明了方向。练兵备战中，各部队确立适

度目标、科学把握进程、瞄准关键节点，

不断提高训练的科技含量，科技优势也

在科技强训中不断转化为能力优势、作

战优势。

制胜机理变化了，训练也须跟着

变。刻舟求剑怎能磨出制胜利剑？当

前，我军的新装备越来越多，新技术不

断完善，科技强训的条件已基本满足。

然而，个别部队科技强训的广度、力度

和深度还不是很高。有的迷恋老训法，

认为科技强训“静悄悄”“没声势”，不愿

训；有的盼信息化训练平台盼红了眼，

有了后又傻了眼，不敢训；有的把“金刚

钻”当“烧火棍”，甚至“用大炮打蚊子”，

不会训；还有的训练“单打独斗”，游离

于体系之外自训自评，训不好。“知其事

而不度其时则败。”这些问题不解决，科

技强训就难深入、难有效。

恩格斯指出：“枪是不会自己射击

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去使

用它们。”当科技浪潮汹涌澎湃的时候，

最急需的是更新头脑。科技强训，不仅

需要“勇敢的心”“强有力的手”，还需要

“智慧的脑”。官兵科技知识的多少，科

技素养的高低，影响着科技强训效果的

好坏。“学所以益才也，砺所以致刃也。”

各部队只有下大力加强军事高技术知

识学习，把提高官兵科技素养作为基础

性工作来抓，方能为科技强训奠定先决

条件和智力基础。

新装备、新力量、新领域，是科技

强训的聚集点，也是未来军事竞争的

制高点。不训实训精这些内容，不将

其融入作战体系，科技强训就是一句

空话。“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科

技强训中，精确分析和准确把握新装

备新力量新领域的结构特点和生长规

律，积极探索相应的训练手段和方法，

勇于破除守旧观念、守成思想，以作战

任务为牵引，以信息体系为平台，以集

成训练为抓手，以实兵对抗演练为检

验，更利于使新装备新力量新领域成

为手中王牌、制胜铁拳。

“科技+”“网络+”，重点在“+”什

么、怎么“+”。这里的“+”，不是盲目蛮

训的层层加码，不是没有化学反应的叠

床架屋，而是提效率、增效益、扩效能。

从世界大势的广镜头洞察未来，科技强

训不但改变战争面貌，也改写胜利规

则。“顺理而举易为力，背时而动难为

功。”全军部队只有不断提高官兵的科

技素养，加紧完善战场环境建设，加深

对未来战争制胜机理的研究，加大模拟

训练、网络训练的强度，才能提升锤炼

打赢能力的加速度。

（作者单位：31654部队）

科技强训，激发决胜疆场的内在潜力
—遵从统帅号令全面提高训练实战化水平和打赢能力③

■别新宇

什么样的干部才是官兵的贴心人？

近日，在某部提高谈心质量座谈会上，一

名干部这样分享他的体会：“当官兵像喊

‘一二三四’那样，愿意畅快地给你掏心

窝子时，你就是官兵的贴心人。”

心窝子里的话，多是一些难以启

齿的话，羞于开口的话，内心纠结的

话。说不出口的话往往最真实，说不

出口的请求往往最迫切。这些话，隐

藏着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反映着某个

阶段“最真实的自己”。从某种意义上

说，做官兵的知心人，就是做官兵愿意

掏心窝子的人。

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移情倾

听”，即抱着理解对方的目的倾听，可

以达到化解矛盾、消除隐患、增进感

情、融洽关系的效果。如今，基层官兵

大都比较年轻，面对个人成长进步、婚

恋家庭等问题容易迷茫困惑。此时，

他们掏掏心窝子，既有助于排解心理

压力，也有助于有针对性地做好工

作。如果心窝子里的话一直压着，就

可能“在沉默中爆发”，影响部队建设

和官兵健康成长。

人不可能在自我封闭中走向成熟，

更难以在内心孤立中寻求幸福。人都

有交流的心理需要，可“人生知己最难

求”，一名合适的倾诉对象并不好找。

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一些官兵“逢人只

讲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这值得

领导干部深思。试想，如果官兵把心窝

子话公开讲出来，领导干部在听心窝子

话时却只忙着记录，甚至在官兵出错时

因知其心窝而捅其心窝，谁还会对你掏

心窝子？

“所谓领导才能，并不复杂，你只需

记住和做到让别人信任你。”说者有心，

听者更应用心。愿意掏心窝子，实质是

信任。部队是要打仗的，平时愿意给你

掏心窝子，战时才会生死相依、患难与

共。官兵之间有了信任，才能激发“可与

之赴深溪、可与之共患难”的热血情怀，

才能形成“奋一战而胜万战、联万心而作

一心”的战斗合力。正如邓小平同志所

说：“相互信任本身就是战斗力，是重要

的战斗力。”

新年伊始，是官兵思想的活跃期。

这时候，各级领导只有以平等的身份、尊

重的态度、真挚的情感跟官兵谈心，做官

兵愿意掏心窝子的人，才能了解官兵的

所想、所盼，在提高信任指数中让官兵心

里暖暖的。

做官兵愿意掏心窝子的人
■郭东冬 徐梦玥

“好好先生”，即八面玲珑且是非

不清之人。在百度里输入该词条，弹

出最多的解释是一团和气，处事缺乏

原则性。

最早提出“好好先生”的，当属孔

子。他在《论语·阳货》中说：“乡愿，德

之贼也。”“乡愿”，用现代话说就是“好

好先生”。孔子一向温文尔雅，把“乡

愿”说成“德之贼”，如此激愤地痛恨某

人某事，不为多见。可见“乡愿”的处世

哲学与孔子的仁政之道是多么相悖，

“德之贼”的个中三昧也深奥艰涩。

比较而言，鲁迅散文《立论》的故

事则形象很多。故事说，一户人家因

生一男孩而高兴透顶，满月时就抱孩

子出来给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

好兆头”。来客中有人说恭维的话受

称赞，有人说“将来是要死的”遭痛

打。学生请教老师，如自己遇这种情

况，怎样说才能既不说谎也不遭打？

老师便亲授真经——那就打哈哈。不

必为令人欢颜而违心地“搔人痒处”，

也不会因说话不宜而触发他人肝火，

“哈哈哈”式的应对，妙在完美回避谎

言、直言两方面的纠结，可谓左右逢

源、两头买好。

然而话说回来，虽然“哈哈哈”应对

有效，但老是这样也难免显得浮滑、轻

佻，于是“乡愿”有了新的表演。电视剧

《人民的名义》中就有这样一人，作为京

州市光明区一区之长的孙连城，每天掐

着表上下班，一刻都不耽误；从来不贪

污不受贿，但也不上进不作为。服装厂

征地、信访办改造工程，被他当作“皮

球”踢来踢去；对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当面表态调门够高，背后却一脸为难；

即使是下班回家也还在逃避现实，通过

“看星星”来麻醉自己。这种典型的在

其位不谋其政，自然惹来众怒。一些观

众看过电视剧不禁感慨：丁义珍式的

“贪官”要不得，孙连城式的“庸官”也要

不得！

如此推诿扯皮，展现的是处事做

派，反映的是人生态度，而抱此人生态

度者不光影视作品中有，更存在于现实

生活当中。如有的信奉勤刷锅的媳妇

打碗多，干工作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有

的不慕升迁、不尚荣誉，表面看是淡泊

名利，实际上是安于现状；有的遇到矛

盾上推下卸，把压实责任变成“甩手掌

柜”；有的对群众需求百般推辞，口头禅

是这事不归我管，潜台词是怕惹事不担

责。平平安安占位子，舒舒服服领票

子，庸庸碌碌混日子，凡此种种，恰恰就

是孔子所批“乡愿”的现代注脚。

孟子与高足弟子万章谈论经书，给

“乡愿”画像，也对其何以为“贼”做过探

讨。“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

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

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

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按照孟子的阐

述，这种人说不出他有什么不好，责备

又找不到把柄。平时看起来忠信，行事

也算廉洁。大家喜欢他，他也自以为不

错。但他们不分是非地同流合污，与尧

舜之道格格不入，所以说是害德之人。

这种人窃居“有德者之位”，却缺少有德

者品行，淆乱美德之名，抹黑道义之尊，

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十分恶劣。

实际上，“好好先生”也有自己的

原则，那就是“同流合污，居似忠信”，

所有做法都为自己好。当君子与小人

产生冲突时，他们默不作声，内心里却

与小人站在了一起；而当君子还击小

人时，他们又跳出来以道德卫士自

居。是非之处怎样开口，一事当前如

何处置，“小九九”打的都是如何保护

好自己。伪善欺世，昭然若揭。孔子

讲中道，以仁、礼为原则，强调内心有

为也有守，充满性情刚直。在孟子看

来，孔子最厌恶“似而非者”，厌恶像

“狗尾巴草”扰乱禾苗、靡靡之音扰乱

雅正音乐，“乡愿”扰乱道德。因此，君

子要远离那些似德非德乱乎德的“乡

愿”之人，“得中道而与之”。

不为恶，也不为善；不进取，也不

逆潮流；做事无所作为，乱事同流合

污。“好好先生”从“不惹是非”到“不愿

作为”，变化的是形式，不变的是“贼

术”。“德贼”致“乡愿”之风不衰，匡弼

当从“辨贼”开始。

“好好先生”的变与不变
■谭 然

近日，某部一名官兵吐槽本单位的

“解难热线”和“首长信箱”：“难题反映了

好几次，一个多月过去了也没见回复。

难题能不能解决另说，不回复的态度让

人心里拔凉拔凉的。”

建立“解难热线”，设立“首长信箱”，

本意在拓宽渠道，高效服务官兵。如果

热线先“热”后“冷”，信箱变成垃圾箱，这

样的热线和信箱形同虚设不说，还会迟

滞难题解决、影响机关形象，违背初衷，

实在当改。

一条热线，情牵两头。一个信箱，

装 着 希 望 。“ 有 一 种 尊 重 叫 及 时 回

复。”对官兵反映问题的回复速度，折

射着服务官兵的温度。及时回复不是

强求马上回复。但很难想象，一个对

基层难题不理不睬的机关干部，怎能

奢求他心系基层？一个对官兵心声不

冷不热的机关干部，怎能希望他情系

官兵？

热线要热，关键在心热；信箱有

信，也是一种交心。按时接听热线，经常

查看信箱，能解决的立马解决，一时解决

不了的说明情况，这样的热线和信箱，才

是服务官兵的直通车，才是密切官兵关

系的连心桥。

及时回复也是尊重
■曹嘉伟

“军婚”，一个光荣而又美好的字

眼，带给军队人员温馨、幸福和骄傲。

新年伊始，一系列关于军人荣

誉、军属优待、军官发展、军队人员

尊崇的暖心政策密集出台，极大地鼓

舞了军心士气。新修订的《军队人员

婚姻管理若干规定》 也是其中之一。

这一规定是规范和加强军队人员婚姻

管理工作的主要依据，是军队人员处

理婚姻家庭关系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

准则，体现了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的

鲜明特色，对于保障军队人员合法权

益，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增进军政军

民团结，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军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军队人员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婚姻家

庭关系与普通公民有所不同。很多军事

岗位，具有一般行业无法比拟的高风险

性、高流动性、高奉献性，这决定了军

队人员的家庭很难像普通家庭那样相依

相守、共享天伦之乐。两地分居的艰

辛、军嫂持家的不易、军人对家人的歉

疚……太多关于“军婚”的故事，让我

们不难想象“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

朝朝暮暮”背后的沉重。前不久，令广

大观众潸然泪下的电影 《守望相思

树》，就是根据发生在内蒙古三角山哨

所的真实故事改编创作而成。丈夫在巡

逻途中为救战友被洪水卷走，再也等不

回丈夫的妻子在部队哨所旁种下了一棵

樟子松。影片真实再现了中国军人卫国

戍边的热血情怀和舍小家顾大家的奉献

精神。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但是，“大”到一个什么样的年龄算合

适？不同时代有不同要求。过去近20

年，我军积极响应党和国家晚婚晚育的

号召，执行的一直是《军队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

规定》，明确规定“男军人25周岁、女

军人23周岁以上初婚的为晚婚”。这次

新修订的《规定》，参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调整了军队人员初婚年

龄，明确“军队人员结婚年龄，男不得

早于 22周岁，女不得早于 20周岁”。

《规定》还取消了士官在驻地或者部队

内部找对象结婚的年龄限制。这些都顺

应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广大

官兵的真实诉求，体现了党中央、中央

军委对军队人员的关心关爱，体现了依

法治军与从严治军、严格管理与以人为

本的有机统一。

“悬教设令以示人者，法也。”保

护军人的婚姻，是我国的法律传统。

这次新修订的《规定》对职能机关在

婚姻管理中的义务、责任等问题提出

了明确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 规定：“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

婚，应当征得军人同意，但是军人一

方有重大过错的除外。”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 也规定：

“依照法律规定对军人的婚姻实行特

别保护。”越是党和人民理解厚爱，

军队人员越要自重自爱，自觉维护军

队的良好形象。军队人员应树立正确

的婚恋观，严肃慎重地对待婚姻家

庭，带头弘扬家庭美德、维护公序良

俗，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党纪

军纪。

“家之不和，国难得安。”军队人

员的婚姻家庭状况，不仅影响到“小

家”的幸福感自豪感，而且事关国防

和军队建设大局。各级党组织和政治

工作部门应认真抓好《规定》的学习

贯彻，想方设法解决好大龄青年战友

找对象难、两地分居顾家难、发生婚

恋纠纷维权难等现实问题，满腔热忱

地办好这些军队人员期盼解决的事，

让“军婚”的幸福指数持续走高。

（作者单位：武警佳木斯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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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亮

某部请基层官兵对即将出台的规

定提意见，结果收回的意见表里，很多

都填着“无意见”，个别人甚至“交白

卷”，真知灼见没几条。

“广泛征求意见”，是出台规定前的

必要环节。官兵在“有何意见”栏里填

“无”，原因无非两种：一是确实没意见，

二是有了不愿说。尤其是后者，更须规

定制定者反躬自省，这是不是另一种意

见的表达？是不是征求意见的诚意不

够？是不是征求的形式不够科学？

管理界流行这样一句话：无异议

时慎决策。然而，个别部队在征求意

见上，嘴上说“多提宝贵意见”，心里

却把征求意见当走过场，习惯性忽视

收到的有益反馈。长此以往，考虑到

“提了也没用”，官兵们有时便会集体

“失声”。

“夫任诚，天地可感，而况于人

乎？”征求意见时坦诚相对、不藏不

掖；听取意见后积极反馈，不让征集到

的好意见“打水漂”，如此方能充分激

发官兵建言献策的积极性，才能征集

到“真意见”和“金点子”。

征求意见贵在真诚
■曹 挺 王 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