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祭·家国情

●●●●● ● ●●●●●●● ● ●●

3 八一评论 ２０２１年４月４日 星期日责任编辑/李秦卫

玉 渊 潭

提高政治工作信息化、法治化、

科学化水平，既是使命所系，也是形

势所需、问题所逼。深入学习贯彻新

修订的《军队政治工作条例》，就要抓

住“信息化、法治化、科学化”综合

施策，不断推进政治工作思维理念、

运行模式、指导方式、方法手段创新。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深度转型，信

息化智能化迭代发展，思想文化更加多

元多样多变，我军建设所处的时代条件

和历史方位发生深刻变化，军队改革重

塑、现代化转型和使命任务拓展带来新

课题，“网生一代”官兵思想观念、价值

取向、行为方式呈现新特征，激发新时

代政治工作蓬勃生机和强大威力，客观

上需要军队政治工作主动来一场创新

变革。“肯取势者可为人先，能谋势者必

有所成。”面对新形势，如果“拘旧方而

疗新疾，居夏日而御冬裘”，不加快提高

政治工作信息化、法治化、科学化水平，

政治工作的优势就难以彰显，作用就难

以发挥。

“信息化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特

点。”全媒体、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

政治工作的影响是全域的、深层的。

我们的工作对象是网络化生存生活的

青年官兵，我们面临的战争是信息化

战争。政治工作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

了时代关。不学网用网，不懂得网言

网语，政治工作如何能走进官兵的

“朋友圈”？只有顺势而为、因势利

导，研究把握信息网络时代政治工作

的特点和规律，推动政治工作传统优

势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才能增强政

治工作主动性和实效性。

《条例》围绕提高政治工作信息化

做出许多规定，从制度层面为提高政

治工作信息化提供了重要抓手。“循道

而行，功成事遂。”各级应严格依据

《条例》 建设信息化政工、大数据政

工，占领和建好网上思想文化阵地，

切实为政治工作注入时代元素，为生

命线加载“数据链”。应服务信息化作

战，提升信息化水平，以信息化为驱

动促进政治工作革新升级，实现网络

载体与政工本体有机结合，推动政治

工作融入网络信息体系和联合作战体

系，使信息网络成为发挥政治工作传

统优势的“倍增器”。

“军出以律。”依据法规制度指导

和开展政治工作，是依法治军、从严

治军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强政治工作

科学性实效性的基本途径。提高政治

工作法治化水平，关键在于提高政治

干部的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使其内

化为政治信念，外化为行为准则。《条

例》不仅细化了政治工作组织实施的

基本流程，还专门单列一章规范政治

工作的组织实施和检查监督，彰显出

对政治工作法治化的高度重视。

贯彻《条例》就是依法办事，落

实《条例》就是依法履职。各级党委

应强化法治思维，完善依法运行工作

的制度机制，坚持依法指导和开展工

作，推动政治工作迈上法治化轨道。

政治干部应不断强化依法开展政治工

作的自觉，防止和克服抓工作盲目

性、随意性较大的问题，在依法、严

法、守法中增强政治工作的威信威

力。应强化法规制度规范约束作用，

保证工作循于法、秩序统于法、忙乱

止于法。

政治工作科学化并不是一个新提

法，早在奠基我军政治工作的古田会

议上，会议《决议》就第一次提出政

治工作“科学化”的概念，并把它同

“政治化”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次

新修订的《条例》，把提高政治工作科

学化作为发挥生命线作用的重要手

段，在增强政治工作组织管理的科学

协调、加强政治工作量化管理、提高

政治工作效益评价的准确性等方面做

了许多创新性规定。这些规定，既是

政治工作宝贵经验的总结，又是广大

政治干部智慧创造的结晶，具有鲜明

的实践性。

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找不到

穴位、把不准脉搏，做不到有的放

矢，科学化就无从谈起，正如古人所

说：“不知致治之要，则心愈劳而事愈

乖”。方法恰当事半功倍，方法不当事

倍功半。广大政治干部只有积极探索

新时代政治工作特点规律，改进工作

指导方式和运行模式，提高科学筹

划、科学组织、科学实施政治工作能

力水平，才能以政治工作科学化水平

的提高，增强政治工作主动性、针对

性、实效性。

（作者单位：第 75集团军政治工

作部）

提高政治工作信息化法治化科学化水平
——深入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军队政治工作条例》②

■纪圣涛

长城瞭望

清明期间，无论是为英烈墓碑扫

一扫尘土，还是到网上灵堂献一瓣心

香，对英烈这些“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

我们的事业”的人，来一次仪式感很强

的祭奠，不仅能对历史保持一份敬畏

感，更能让人们对英烈的形象、思想和

精神有一个形象化的认识。

但清明的意义，不只在于感受先

烈的崇高，更在于承继先烈的遗志、续

写未竟的事业。因为，把缅怀追思的

心迹化为勇毅前行的足迹，乃是更为

永恒的铭记。

然而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说：“缅怀

是思念，也是照着去做。”从这个意义

上说，离开陵园并非缅怀的结束，而是

新的开始。如何像英烈那样坚守信

念、对党忠诚、不怕牺牲……离开陵园

之后，把这些答案找到并持续付诸行

动，就是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就是“永

远与英雄同在”。

强国强军，是英烈对未来赤诚的

夙愿；强国强军，是我们对英烈最好的

告慰。“想到那些死难的烈士，我们没

有权利不努力工作。”让我们铭记周恩

来同志的这句话，以英烈为镜、为师，

恪尽职守、努力工作，如此才能无愧地

致奠英烈：“先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

有后来人。”

缅怀，更多应在离开陵园之后
■王 欣 赵 威

清明时节，追思悠悠。这几天，很

多部队都会组织官兵来到附近烈士陵

园，开展祭奠英烈活动。如何祭奠？

笔者建议，除了敬一个礼、献一束花、

鞠一个躬之外，也应静心读一读英烈

的故事。

英烈离去了，但他们当年为国捐

躯的事迹，却以故事的形式，留在了陵

园展览室的册子里、墙板上。这些故

事，讲述着血与火的历史，展示着英烈

们用生命和忠诚践行的信念。读一读

英烈的故事，会得到心灵的升华、有益

的启发。

从传播学角度看，故事带给人们

的是形象化、情节化的记忆，比单纯道

理让人记得住、记得牢。故事都是载

“道”的。而这个“道”，是通过引人入

胜的方式启人入“道”，通过循循善诱

的方式让人悟“道”，由此内化于心，成

为一种支撑，一种安慰，一种心灵上的

洗涤。

有人说，陵园是最能让人参透人

生的地方，而烈士陵园“比国王的殿堂

还要辉煌”。祭奠时，慢下来，静下来，

多读读英烈的故事，就一定能在品味

“活着的历史”中，感受英烈魂，激荡英

雄气，“在祭奠中继承，更好开创未

来”。

祭奠，静心读一读英烈的故事
■魏玉文

响当当，是人们在赞扬一个人优秀

时常说的一句话。响当当的标准有很多

条，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敢担当，勇于

担苦、担难、担重、担险。

敢担当，“敢”字体现勇气，“担”字体

现力量。焦裕禄的名字响当当，是因为

面对治理盐碱地等难题，“他总是往前

冲”；杨业功的名字响当当，是因为他认

为“不解决难题就是领导失职”；杨根思

的名字响当当，是因为在他看来“党员就

是专门挡困难的”……仰望历史星空，

响当当的英雄大多有一个共同特点——

敢担当。

能不能担苦、担难、担重、担险，

最能检验一个人是不是响当当。试想，

一个党员，对党的工作敷衍、标准不

高，只求完成不求完美、只求出手不求

出色，成绩不顶呱呱，名声怎能响当

当？一名军人，苦活前躲、难题前拖、

重担前绕、危险前避，还能指望他上了

战场打胜仗吗？战争年代，每当有重大

作战任务，每遇紧要战斗关头，党员干

部抢着当敢死队员；和平时期，在抗

洪、抗震、抗疫面前，共产党员更是逆

行出征、向险而行。敢担当，已经深深

融入我们党和军队的血液里，成为共产

党人和革命军人最鲜明的标识，成为人

民军队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

俗话说，“验金用火，验人用难。”

那些响当当的干部，从来都是敢担当的

闯将、猛将、干将。而那些推诿扯皮、

不思进取的庸官，那些饱食终日、无所

用心的懒官，那些政治麻木、办事糊涂

的昏官，不仅成不了响当当的干部，还

应该对其“不作为，就召回”。

领导领导，领路引导；干部干部，

先干一步。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敢担

当，不仅是一种价值追求，更是一种精

神气度。“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

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

官不为’感到羞耻”。对党忠诚，就是

应该做的事，不管困难再多，顶着压力

也要干；应该负的责，不管雷霆万钧，

冒着风险也要担。

担当需要勇气，也需要能力。艺高

人胆大，有了硬本领才能真担当。面对

强军兴军的时代课题，提高素质本领，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和紧迫。最可

怕的差距是看不到差距；最危险的状态

是不在状态。下功夫研究任务、研究战

场、研究对手，下气力把岗位练精，把

战位练强，把本领练过硬，关键时刻方

有底气喊“跟我上”“看我的”。

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

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当年，毛主席

和党中央一声令下，刘邓大军千里跃进

大别山。邓小平说：“我们好似一根扁

担，挑着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我们要

责无旁贷地打出去……我们打出去挑的

担子越重，对全局越有利。”强国强军

的新征程上，绝不会一帆风顺、一马平

川，有许多绕不开的“娄山关”需要占

领，有不少躲不过的“腊子口”需要攻

克。千斤重担在肩，千难万险在前，比

认识更重要的是决心，比方法更关键的

是担当。广大干部只有多接敢负责、能

担当的“扁担”，才能担起强军事业的

重担。

“如果把所有的错误都关在门外的

话，真理也要被关在门外了。”干事创

业需要探索，遭遇挫折也很正常。因

此，鼓励党员干部担当，还须有一定的

容错空间。要是跌跤后不问青红皂白一

棍子打死，谁还会遇难往前冲？这时

候，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勇于为负责

的人撑腰，敢于为担当的人兜底，就能

激励更多党员干部勇负责、敢担当。

（作者单位：31647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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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论坛

那个时间段里的他，是富翁，怀揣

着一大包金条；是高官，任江西省苏维

埃政府主席；是乞丐，衣不蔽体，食不果

腹，讨饭续命。

他叫刘启耀，身份反差的背后，是

这样一个撼人心魄的寻党故事：1934年

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根据组织安排，

刘启耀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一次血战

突围中，刘启耀负伤，不省人事。深夜

被冻醒后，与党失去联系的刘启耀来到

原来藏身的山洞，取出掩埋在乱石中的

金条、银元，这是长征前组织让他保管

的党的经费。他把这些金条、银元装入

褡裢后，穿上烂棉袄，戴上破斗笠，拎上

讨饭袋，踏上寻党之路。

一年后，当刘启耀千辛万苦找到党

组织后，已经瘦脱了相，而褡裢里党的

经费，他未动分毫。

党是什么？党是“信仰的家”。回

家，是亘古以来潜藏于人类集体无意识

中的一股原始动力。正是这股力量，驱

使着人们跋山涉水、排除万难，与家人

团聚。正是这股力量，让漂泊异乡却心

有所系的人，不感到孤单无依。在党的

历史上，再难再险再苦也要回到党这个

“信仰的家”的共产党员，何岂刘启耀一

人？

大将许光达誓言“死不退出共产

党”，大革命失败后两度与党失去联系，

两度重新找到党组织。长征开始后，在

一次突围后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漆鲁鱼，

一路行乞寻找党组织，从瑞金来到汕

头，又辗转到上海，直到1937年10月才

在重庆找到党组织。闽东苏区失陷后，

曾志从福建找到广州，后来又到上海，

“尝尽了失群孤雁的辛酸苦辣”，历时20

个月终于重新“投进了党的温暖怀抱”。

“我是有家的孩子”，这句充满幸福

感和归属感的话，折射出身份对一个人

的极端重要性。党员身份，在很多很多

党员心里，比命还重要。当这个身份因

为某种原因“失去”时，他们便会苦苦找

寻。

江苏泗洪的张道干，1946年因为党

支部遭到敌人破坏而失去党籍证明。

为恢复党籍，他苦苦寻找了入党介绍人

近70年。从青春少年到耄耋老人，岁月

蹒跚了脚步，但从不曾迟滞寻党的步

伐。恢复党籍后，回“家”的张道干先做

了两件事：上交保存了 70年的党的经

费，补交了70年的党费。

河北新乐的王建国，1947年复员还

乡时丢失了党组织关系。为证明自己

是党员，他从河北步行到南京和上海找

先前的领导。直到1998年恢复党员身

份，50多年里他始终以党员标准要求自

己。

当年，有多少共产党员英勇就义，

又有多少共产党员叛变投敌，在提到共

产党员就令人毛骨悚然的白色年代，这

一个个历经百转千回提着脑袋寻党的

共产党员，在漫漫途中刻下了对党忠诚

之坚定、革命精神之无畏、回“家”信念

之执着。

这些共产党员，寻找的是党、是灵

魂的归宿、是终身的信仰。为了回到党

这个“信仰的家”，多少共产党员，思

想上坚信不疑，意志上坚忍不拔；多少

革命军人，灵魂中坚实熔铸，行动上坚

定不移。正是在“信仰的家”，让血肉

之躯拥有了超越艰难险阻的力量，让境

界因之提升、人格因之升华、事业因之

兴旺。

当年，一个最初只有 50多人的小

党，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最终能改

写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能完成“创

造一个新的社会”的精神洗礼，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信仰的家”里有一大

批忠诚的孩子。今天，时代环境变

了，寻党的故事不可能发生了，但党

这个“信仰的家”，更需要我们用一言

一行去维护、用一举一动去建设，更

需要全体党员对党倾情一生笃信、尽

其一生追随、穷尽一生践行。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研究生院）

“信仰的家”：千万里我找寻着你
■张 瑶

漫画作者：陈镇西

“休息时上下铺的鞋子必须按规

定摆到位”“对哨音必须时刻保持警

觉”……近日，某新兵团在出台“新兵

打仗意识8步灌输法”后重申，新训不

是体育课，打仗意识必须从新训抓

起。

军队的根本职能是打仗，军人的最

大使命是打仗。有没有打仗意识，决定

着一名军人的“含军量”；打仗意识强不

强，影响着一名军人的“含战量”。打仗

意识强的军队，必然所向披靡、战无不

胜；打仗意识强的军人，必然一心思战、

全力谋战。

邓小平同志说：“教育要从娃娃抓

起。”为何要从娃娃抓起？近代教育理

论奠基者夸美纽斯说：“一株树在最初

几年中，就从树干里发出了它以后应有

的主要枝芽，以后它仅仅是繁茂起来而

已。”同理，打仗意识要从新训抓起。这

是因为，新兵的心灵就像一湾清澈的

水，泼朱则赤，泼墨则黑。打仗意识越

早抓越易，越晚抓越难。要是临时抱佛

脚，等枪炮响了才反复强调，必将“悔之

晚矣”。

部队是要随时打仗的，敌人不会等

你准备好一切才开战。“忧先于事者，不

入于忧。”战争年代，我军拿不出大块时

间专门来搞新训，便强调“昨天入伍今

天就要打仗”。朝鲜战争爆发时，我军

飞行员平均飞行时长不足20小时，没

有任何实战经验。毛泽东认为“躲在娘

怀里的崽没出息”，大笔一挥把他们派

往了朝鲜前线。这些不折不扣的“新

兵”为何能取得辉煌战果，原因之一就

是之前的“所有新训练内容就是奔着打

仗去的。”

毋庸置疑，绝大多数新兵是怀着

当“战狼”的梦想来部队的。但不能否

认的是，一些新兵的入伍动机具体而

明确：考军校、转士官、学技术等。这

些入伍动机并非不良动机。打仗意识

从新训抓起，就是要教育引导新兵既

算个人进步“小账”，更算国防安全“大

账”，在树牢打仗意识中接过强军事业

“接力棒”。

行为科学家麦格雷戈实验发现，

当人对某一动作重复 200次以上时，

这样的动作就会演变为习惯，上升

为意识。这启示我们，打仗意识的

确立，既要理论灌输，也须行为固

化。新训中，当抓教育始终围绕职

责、抓训练严格按照规范、抓管理

坚持促进养成，打仗意识就会在

“日用而不觉”的坚持中逐渐在新兵

头脑中扎根。

（作者单位：武警芜湖支队）

打仗意识须从新训抓起
■吴 鹏

画里有话

能不能担苦、担难、担

重、担险，最能检验一个人

是不是响当当。那些响当

当的干部，从来都是敢担

当的闯将、猛将、干将。敢

担当，是共产党人和革命

军人最鲜明的标识，是人

民军队战胜困难、夺取胜

利的重要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