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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渊 潭

长城瞭望

谈训论战

长城论坛

基层观澜

“七一”前夕，某部将98年来我党各

个时期的部分优秀共产党员事迹发布在

公众号上，组织官兵以“他们身上有什么”

为题作答。“有理想”“有付出”“有纪律”

“有牺牲”“有情怀”“有担当”……近30个

“有”，显示着共产党人特殊的“富有”。

无独有偶。前不久，某基地开展

大党日活动，活动组织者以“党员无我

的表现有哪些”为题组织大家讨论。

“大公无私”“任劳无怨”“爱民无尽”

“ 追 求 无 名 ”“ 勇 敢 无 畏 ”“ 奉 献 无

悔”……这一个个的“无”，彰显着共产

党人可贵的“贫穷”。

“一个人所拥有的精神状态和品

质，是他价值观的反映，也决定他的行

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

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

自己。”这是习主席的博大情怀；“新时

代的中国，更需要使命在肩、奋斗有我

的精神。”这是习主席对广大党员的期

望。“有我”与奋斗、使命相连，“无我”与

人民、奉献相连，都是心系家国、致力复

兴胸襟情怀的体现，都是追逐梦想、凝

聚强军磅礴力量的源泉。

回溯过往不难发现，摆正了“有我”

“无我”，拼搏便会激情似火。长征时

期，红三军团一个连9名炊事员在“比

命还贵”的军粮面前“无我”，换来了全

连无一名战斗员因饥饿倒下的奇迹；

1998年，李向群 4次累倒在大堤仍坚

持抗洪“有我”，用身躯在群众心中筑

起一座钢铁堤坝；2018年，当战争年代

冲锋“有我”的张富清不得不拿出军功

章时，人们才发现他几十年来从未向

组织开过口……赤子其心、钢铁其身，

山川气度、云水襟怀，由这样一群奋斗

“有我”、索取“无我”共产党员组成的人

民军队，怎能不始终红旗漫卷？怎能不

一路豪迈昂扬？

然而现实生活中，也有另一种“有

我”“无我”：讲进步“有我”、担责任“无

我”；争好处“有我”、遇困难“无我”；私

利前“有我”、纪律前“无我”。如此颠倒

“有我”“无我”，必食恶果。正如一名落

马者在忏悔录中写道：“我的人生之所

以发生了逆转，就是因为没有摆正个人

与集体的关系，该有的没有了，不该有

的却都有，惨痛呀。”

面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复杂现

实和各种诱惑，个别党员“我”字丢了

一撇，变成了“找”，找各种对自己有利

的东西。这些人其实更应该“找”准人

生的坐标，明白何时该“有我”，何时该

“无我”。

常对照党章，才能摆正“有我”“无

我”。党章是共产党人心目中最本真的

文字、最神圣的经典。党章如旗，指引前

进方向；党章如史，记载前进步伐；党章

如尺，规范党员行为。90多岁的老英雄

李文祥识字不多，可在他眼里，“党章是

教材，让你知道共产党员咋样做”。常对

照党章省察和检视一下自己，不断照镜

正冠、修枝剪叶，就会自觉遵守“不得谋

求任何私利和特权”的规定，自觉践行

“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随时

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誓言。

常对照先烈，才能摆正“有我”“无

我”。先烈是“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

们的事业”的人，他们“有”无怨无悔的

牺牲奉献，“无”一丝一毫的个人私利，

以感天动地的牺牲、甘之如饴的奉献，

构筑起了人民军队的精神殿堂，照亮

了民族精神的璀璨星空。看看先烈的

大格局，想想自己的“小九九”；看看先

烈的付出贡献，想想自己该有什么样

的状态，就能找到差距不足、汲取奋进

力量。

常对照官兵，才能摆正“有我”“无

我”。不少领导干部都有这样的体会，

到基层走一圈，牢骚一下子没了；到驻

训地看一看，想法一下子少了。“与基

层官兵的苦、累、忙相比，自己很‘小’

呀。”基层是服务对象，也是学习对象，

想想基层的“无”，想想自己的“有”，就

能自觉知福知足，讲奉献、讲奋斗、讲

责任。

倚剑长啸强军梦，勠力同心向复

兴。新时代的强军之路上，广大党员摆

正“有我”“无我”，就一定能军魂不变、

宗旨不忘、本色不褪，激发出强军兴军

的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单位：31654部队）

有我与无我：筑梦强军的精神力量
——“牢记初心使命、担当强军重任”系列谈③

■别新宇

人们常说，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

财富。对战斗力建设来说，合理有效的

训练时间是战斗力生成的基本条件。训

练时间不落实，战斗力就难提升；训练时

间利用得好，战斗力就会加速生成。

现在，挤占训练时间，把训练时间当

“唐僧肉”的现象很少有了。然而在一些

部队，真正用来训练的时间不足的现象

还不少。比如某连，8时整出发去训练

场，8时20分许到达训练场，下达课目、

提出要求，当战士们的手摸到装备时，时

间已经到了8时30分左右。随后，该连

组织了两次各15分钟的课间休息，11时

30分训练讲评，而后返回连队吃午饭。

掐头去尾一细算，上午8时至12时4个

小时的训练时间，实际训练时间仅为2

小时30分钟左右。

当然，让在训练场的时间都是训练

时间，既不现实，也不科学。就拿组织训

练间隙的休息来说，如果活动组织得好，

不仅调节身心，还对后续训练有益。但

像把训练时间浪费在来回路上、途中呼

号声音不洪亮就停下来反复练、相同训

练课目每天都下达等情况，就不应该了。

培根有句名言：“如果说金钱是商品

的价值尺度，那么时间就是效率的价值

尺度。因此对于一个办事缺乏效率者，

必将为此付出高昂代价。”训练是为了打

仗，“利用寸阴是在任何种类的战斗中博

得胜利的秘诀”，能否高效利用训练时

间，与战斗力强弱密切相关。事实告诉

我们，凡是训练成绩好的单位，都是能充

分利用训练时间的单位。越注重在训练

时间内要效益，部队的作风就越过硬，战

斗力就越强。

训练时间珍贵，理应倍加珍惜。能

否珍惜，既体现使命担当，又考验能力

水平。同样是来去训练场的时间，某部

四连把佩戴防毒面具、操作流程结对互

考、动中变频等内容安排在这期间组

织，不仅没有使训练时间缩水，还因途

中“情况”不断而使训练时间实现“增

值”。同样是组织训练间隙的休息活

动，某旅二连改变以往拉歌、猜谜、打快

板的“老三样”放松模式，而是根据不同

的训练内容采取不同的放松模式，“让

休息也是一种训练”。由此可见，时间

是一个常数，但安排使用好了，又是一

个变数。真正珍惜训练时间、向时间要

训练效益，在训练场的时间就会更多是

实打实的训练时间。

曾有一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

里面一句“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的歌词，唱出了人们对时间流逝的感

叹。当前，部队训练任务重、时间紧，不

少单位深感训练时间不够用。因此，只

有周密计划，精准施训，让训练器材、设

备、场地“满负荷”运行，才能有效防止训

练时间“隐性流失”，提高训练效益，让

“时间都去训练了”。

谨防训练时间“隐性流失”
■杨玉瑶 刘含钰

饿着肚子去吃大餐，宴会结束却饿

着回家，这样的经历，曾发生在清代文

人袁枚身上。

事情是这样的：一次，袁枚在赴一

个富商的宴会时，主人给他“肴菜三次

撤席、点心十六种、盘碗三十六个”，并

“以数量之巨而欣欣有得意之色”。然

而袁枚挨个品尝这些饭菜后失望了，

“席虽丰而菜不洁，几无可食，苦也。”

回家熬粥充饥后，袁枚在其《随园

食单》中记下这样一条：戒“目食”。何

为“目食”？满眼望去很多却没多少能

吃的食物也。

对于“目食”，我党历来是坚决反对

的。毛泽东吃饭以能吃、够吃为标准，

从不讲究排场。进入北京城的第三天

晚上，食堂为庆贺搬迁胜利要加餐，毛

泽东听了后说，碗里有饭，不能光往自

己嘴里扒拉。如果这样吃下去，不用多

久，我们餐桌上的饭菜就会摆满，“到那

时，我们把‘为人民服务’喊得越响，人

民群众就越恨我们。”1962年夏，周恩来

到辽宁视察，刚一住下，他就把“禁吃菜

单”交给负责接待的同志说：“上面写的

东西都不能做。”原来这张单子开着20

多种禁吃的菜名，鸡、鸭、鱼、肉之类都

包括在内。1975年，邓小平在一次高级

干部会议上指出，像我们这样的人，到

下面去调查研究，不要给地方干部增加

负担，不要搞什么招待，生活方面特别

是在吃的问题上，工作餐，我看西红柿

炒鸡蛋就不错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们也持续开展了群众性的反对“舌尖上

的浪费”活动。

其实，排场而不实用的“目食”之

病，早已从餐桌蔓延到各个领域。比如

在写作领域，明明能短下来的文章，有

的人非得堆砌辞藻、长篇大论，以“书必

卷帙浩繁”显示水平。在工作筹划方

面，明明能简明扼要，有的人非得“复杂

化”，一幅“清明上河图”般的工作安排，

搞得基层不胜其烦。在成果展示方面，

有的人非得搞“系列工程”，一串演示、

一组展板、一部录像、一套书籍、一台节

目……似乎不安排得满满当当，就体现

不出“成果”和“声势”。

个别人之所以喜欢搞“目食”之类

的事情，是因为“场面、画面，都是为了

自己的脸面”。在这些人看来，“目食”

显“威风”、有“派头”，“目食”越大，越有

面子，愈显身份。于是，吃饭讲究菜多

酒好，调研喜欢前呼后拥，汇报大搞叠

床架屋。殊不知，这样的“目食”，不仅

“吃”不出壮身板，还会败作风、毁形象。

1959年，王震将军回到阔别 30年

的家乡湖南浏阳县时，湖南省委安排了

三辆小车接待。王震知道后，对省委负

责接待的同志说：“我有几个请求，一是

请省委的领导同志忙自己的工作，不要

陪同；二是请不要派跟保卫人员，不要

闹得鸡飞狗咬猫跳墙；三是请你们将三

辆小车改为派一辆旅行车。”王震将军

就这样穿着一套泛白的旧军装，乘坐省

委接待处一辆旧旅行车回了家乡。在

家乡，乡亲们并不因此觉得王震没有当

大官的“风度”，而是赞道：“王将军真是

大英雄的本色啊。”

部队是要打仗的，“目食”小病就是

战场大灾。“目食”是“腐蚀剂”，侵蚀人

的思想，消磨人的斗志；是“迷幻药”，使

人淡化使命意识，弱化职责观念。古人

告诫我们：“若循虚而出入，则亦无能履

也。”军人一旦沾染“目食”的不良习气，

就等于在筑就战斗力的堤坝上留下了

蚁穴、在通往战场胜利的道路上挖下了

陷阱，吃败仗是迟早的事情。

电影《淮海战役》中有这样两组镜

头：国民党一个师指挥所里，沙发、躺椅

等各类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墙壁上挂满

了各种地图，数十名参谋排队给师长杜

聿明报告前线战况。而我军的军委指

挥所，只是西柏坡一个30平方米的土坯

房，里面的摆设更是“寒碜”，除了电话、

马扎和几张地图外，再无别的东西。然

而，“毛主席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

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德国军事家兴登堡说：“最简单也是

最难的，战争中只有简单才能获得成

功。”战争本身的复杂性与遂行战争的简

单性，中间必不可少的是化繁为简、剑指

七寸、举重若轻的能力。现代战争是“秒

杀”战争，容不得半点“目食”之病，努力

做到工作思路简明、办事程序简化、文电

会议简短、公务接待简朴、官兵办事简

便，这样的好作风，才能催生战斗力。

（作者单位：陆军边海防学院）

戒“目食”
■杨天芳

某地环保局不打招呼到一治污工

程现场检查，结果“看了3小时，衣服臭

3天”。这种突然袭击式的检查，查到

了实情，发现了问题，收到了“预约式”

检查所不可能实现的效果。

检查作为推动工作、督促落实的重

要手段，是改进党的作风、激励广大干

部担当作为的重要举措。然而，个别单

位在检查工作之前，总要先给下面打招

呼，“人马未动，电话先通”；领导到基

层，又往往是前呼后拥，走马观花，不听

取基层官兵的意见。这样的“预约式”

检查，不仅助长了弄虚作假的风气，而

且给基层增加了负担。

检查何必搞预约。各级领导机关在

组织检查时，应尽量减少对部队正常工

作秩序的干扰，多些不打招呼、直奔现场

的检查。受检单位也应坚持“素面迎

检”，不得以迎检为名停训、停课、停休，

不得层层组织预检预查，不得专门安排

检查路线、挑选座谈人员，确保基层官兵

把心思和精力聚焦到备战打仗上来。

检查少搞“预约式”
■李 勇

某旅组织一次集合，旅里要求提前

10分钟，营里则要求提前20分钟，到了连

里则要求提前30分钟。这种层层加码、

级级提前的做法，让基层官兵颇有怨言。

对于参加人数较多、组织难度较大

的集合，适当提前一点时间无可厚非。

但是，过度打“提前量”就不合适了。它

看似态度积极，实则是工作作风不实、

时间观念不强的表现。对于军队来说，

时间就是纪律，时间关乎胜利，赢得时

间就是赢得主动。如果说挥霍部队的

钱物是一种渎职，那么浪费官兵的时间

就是一种失职。这种过度打“提前量”

的做法，不仅扰乱了基层正常秩序，打

乱了原有工作计划，而且不利于培养官

兵雷厉风行的作风和树立讲究效益的

观念。

因此，改进会风需要控制会议的数

量、规模和时长，也需要重视一下候会

时间。鲁迅先生说过，无端的空耗别人

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各级

领导机关应珍惜和节约基层官兵的时

间，让官兵的每一秒时间、每一滴汗水

都凝结为战斗力。

集合少打“提前量”
■王者论

“给养过期了为啥不更换？电子地

图老化了为啥不更新？一些战位上的

人员去厂家学习了为啥不补缺？”7月4

日，面对检查组对战备工作存在问题原

因的质问，某团团长说：“以前战备检查

前战区和军里都要开大会小会，今年一

个会没开，我们以为这项工作暂时不那

么重要，所以就没上心。”

在部队，像这名团长这样，用是否

开了会、是不是主官在会上讲了话等标

准衡量工作是否重要的情况，并不鲜

见。去年3月，某部调研显示，不少官

兵认为“没开会部署的工作一般都不怎

么重要”。在这些人看来，专门开会是

一项工作重要的体现，会开得越密、与

会者越多、会时越长，会上部署的工作

就越重要。反之，就可以计划上放一

放，落实上拖一拖，标准上降一降。

诚然，开会是作决策、抓落实的重

要方法。通过开会，可以统一思想、明

确方向、凝聚力量。实践也证明，对一

些重大工作开动员会、促进会、总结会，

确实有利于推动工作落实。但这并不

代表那些没开会部署的工作就不重

要。“军中无小事，事事连打赢。”部队工

作千头万绪，每一项都与战斗力建设紧

密相连。如果对开过会的工作主抓、狠

抓、持续抓，而对没开会的工作轻抓、弱

抓、随意抓，就不是全面抓建设，也就难

以全面促发展。

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解

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

知》下发后，各级开会明显少了。但须

知，各级减少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让基层

有更多精力抓落实，决不是表示对某项

工作不重视。再说，一项工作重要不重

要，并不是由是否开过会决定的，而是

由它本身在全局中的地位决定的。就

拿军事训练来说，无论开不开会，它在

部队工作中的中心地位都不会改变。

现在，军事训练的目标、方向和具体要

求都明确了，重要的已不再是通过开会

明确怎么抓，而在于真抓实干、落地见

效。试想，如果凡事都开会，领导机关

又怎能跳出“开会和准备开会”的会

海？如果机关不开会、基层不开始，领

导不开腔、工作不开干，又怎能推动练

兵备战全面进步？

按理说，不开会并不代表不重要，

这个道理并不深奥。个别干部之所以

对不开会的事不重视，根子在于功利

心作怪。在他们看来，上级没有专门

开会强调的工作，难出名、难挂号，“抓

了也白抓，谁抓谁傻瓜”。只有把精力

用在领导大会小会强调的事上，才是

“巧抓”“会抓”，也才能抓出甜头。殊

不知，只抓开会强调的事，短期可能会

有甜头，长此以往必吃苦头。比如，某

部为了在各级会议强调的比武中取得

好成绩，对如何能摘金夺银格外重视，

忽视了基层经常性工作，结果部队不

断冒泡，基层建设大滑坡，在半年综合

考评中成绩垫底。

有这样一个公式经常被人们提起，

“开会＋不落实＝○”，主要是讲只开会
不落实的危害性。当前，各级转变作

风，力求“不开会、开短会，开管用的

会”，对会议或取消，或压缩，或合并，就

是为了让基层有更多时间抓落实。走

出“开会才重要”的认识误区，不以是否

开会论重要性，按照职责使命、条令条

例、既定计划，以燕子垒窝的恒劲、蚂蚁

啃骨的韧劲、老牛爬坡的拼劲，把每一

项工作抓实抓到位，一张蓝图绘到底，

部队建设才能全面发展。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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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连组织班队列训练时，一名班
长要求所有人必须做到动作整齐一致
才可以休息。而一名战士因为领悟动
作要领慢，跑步立定总比别人慢半拍，
结果高温天气下该班比其他班足足多
练了半个小时。连队干部了解情况
后，立刻纠正了这一做法，并在讲评时
强调，训练不得搞“连坐”，要耐心帮

扶、循序渐进。
这正是：
战士素质有差异，

齐头并进不可期。

“连坐”不是好办法，

固强补弱莫心急。

周 洁图 刘 丸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