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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的精力是有限的，

也是宝贵的。各级部署工

作、实施抓建，只有牢固树立

“重心在战”的导向，始终坚

持战斗力标准，基层才能全

副身心想打仗、忙备战。否

则，就会产生大量干扰羁绊，

影响备战打仗质量。

天下事，情理而已。一定环境下，人情和道理一般是相通相近

的，这就是所谓的情理。情理蕴藏于心、彰显于世，用它可以丈量

人的言行、评估人的品行。

强 国 强 军 新 时 代 ，

“强”是我们共同的奋斗目

标，也是我们应有的奋斗姿

态。对广大官兵而言，政治

上、能力上、作风上强，强

就要强在吃得了大苦头、啃

得了硬骨头上。

《檀弓》所载的“曾子易箦”，古时曾

被作为知止守节、克己复礼的教材，供

人们学习和镜鉴。

故事讲的是，病危的曾子躺在一张

华美的席子上，一旁执烛的童仆感叹：

“华美而光洁，这是大夫才能用的席子

啊！”曾子听罢惊道：“这是季孙赐给我

的。”他让儿子曾元扶起自己，立即更换

席子。曾元说：“您病得很重，经不起挪

动。如要换，等天亮之后吧。”曾子不

肯，席子换完后，他还没躺好就去世了。

“曾子易箦”之事，乍一看，令人肃

然起敬；细想一番，却有诸多膈应。清

人秦书田就非常地“不然其说”，他在

《曝背余谈》中讲：如果席子是季孙所

赐，自己不该使用，那么曾子当日就应

毅然辞之不受，不应等到病危之时才决

意换席。“情之所不有即为理之所必

无。”秦书田的话，想必曾子再生，也难

以反驳。

天下事，情理而已。一定环境下，人

情和道理一般是相通相近的，这就是所

谓的情理。情理蕴藏于心、彰显于世，用

它可以丈量人的言行、评估人的品行。

比如：人不可背叛祖国、不可背信弃义、

不可公私不分、不可好逸恶劳，等等。情

理随处皆是，只要细心观察和学习，一个

人就不难渐进为智者、贤人。否则，就会

成为愚夫、恶人。

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述

了同僚的一件荒唐事。咸丰八年，臬台

明绪之母因疾去世。据金铺说，明绪换

得赤金三千余两。臬台本是苦缺，然

而，就看这份丰厚积蓄，可知其官品不

佳，他还处处称“囊中羞涩，殊难支撑”，

以此再得数千金。随后，又有人揭露，

明绪葬母所用棺材、杠夫、油布、绳索

等，都由他人报效。张集馨愤慨：“明臬

母死不费一钱，真可谓孝思罔极者矣！”

为官吃拿卡要、贪污腐化，葬母之

费还极力搜刮，明绪所为自然不合情

理。由此可见，违情悖理之事，背后总

有着不正当的诉求、失衡的心态、扭曲

的人格。历史上，烹子的易牙、叛亲的

开方、自宫的竖刁，他们干出不合人情、

昧天绝理的事，不正是为了阿谀取容、

以获私惠吗？“君子处世，惟情惟理。情

理穷，而君子之途塞然。”情理是做人的

根底，切不可等闲视之。

“情之不容己处即是理。”情和理常

常同排并坐，可也有相妨的时候。清代

心学家马时芳所著《朴丽子》，既有农圃

樵牧之事，也有街谈巷议之语，关注一饮

一食、一草一木之细微，以期唤起人们对

情和理的思考。书中第三卷有一则“共

为人佣耕”，讲的就是情理相妨的情况。

一群人受雇为田主耕种，到了饭

点，腊肉送到了田埂上。有人从中夹

出数块，说：“回家时带给母亲吃。”正

当大家面面相觑时，一个少年将肉抢

来吃了。少年讲：“这些肉是田主慰劳

我们，给我们润枯肠的。母亲应当自

己奉养，集市上鸡鱼羊猪应有尽有，还

怕买不到吗？”众人听完，都笑了起来。

这是田埂上的一幕小打闹。说“归

以遗母”，讲的是人情；说“此肉乃主人劳

苦我辈”，讲的是事理。这时候，情和理

就不在一端了。几块肉是小事，因而大

家只是闹一闹、笑一笑。可如果遇上的

是关乎民族大义、国家命运的大事呢？

常情与事理相妨时，一个人作何选

择，他人往往很难提要求、给建议。关

键时刻真正起作用的，还是个人觉悟。

抗日战争中，送儿打日寇的母亲、送郎

上战场的妻子数不胜数。英雄母亲邓

玉芬就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他

们全部战死沙场。邓玉芬心里不痛

吗？决然不是。她所选择的，是至正至

大的道理：宁死不当亡国奴。这实在是

一面烛照人心的明镜。

说 情 理
■铁 坑

据报道，不久前，某师组织群众性练

兵比武，一个个冷门课目接连亮相。这

里所说的冷门课目，指的是人数少、关注

少的课目，比如气象、无人机、数据分析

等专业。笔者认为，练兵不能有冷门课

目，否则就像练武之人身上存在若干处

功夫练不到的地方，容易出现被对手一

击即破、攸关生死的“罩门”。

冷门与热门，体现人们的选择倾

向。比如社会上的择校与择业，既有冷

门专业也有热门专业，既有冷门岗位也

有热门岗位。这种冷和热，基于人们考

虑个人需求和好恶作出的选择。与之

不同的是，练兵备战中，练什么、怎么

练，参照系绝非个人喜好，而是未来战

争需要。部队所设专业，无一不是打仗

的专业，只有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

练，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才能提

高打赢能力、积蓄打赢底气。练兵课目

中的冷门，未来就是自己的“罩门”，我

们要有这份警醒。

从现实情况看，练兵的冷门课目通

常是小专业，有的还是新质作战力量。这

些课目之所以不热，不外乎这么几方面的

原因：技术含量高、组训难度大，用官兵的

话来讲就是缺少“明白人”；说起来重要、

训起来次要，脑子里的练兵思维还是老一

套；搞评比缺标准，且担心新装备损坏被

追责。如此一来，相关课目的训练就热不

起来、深不下去，更别说突破一个又一个

瓶颈，实现练兵质量高效提升。

二战前，法国的坦克制造水平世

界领先。然而，由于缺乏实战运用和

检验，法军决策层对坦克的战场作用

认识不深，将其配属步兵部队。而德

军却在实操实用中了解了坦克的价

值，强调集群运用坦克，并与空战力量

协同。实践证明，一个专业、一种力

量，离开了火热的实战化锤炼，是难以

充分释放作战潜能的。现代军队专业

门类更多样，要赢得体系对抗，就必须

把以各专业为基础的整个作战链条练

过硬。否则，羸弱的那一环，就会成为

最先倒下的那一块“多米诺骨牌”。

这几年，我军深化改革重塑，一个突

出的变化，就是加大腾笼换鸟力度，推进

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加速发展、一体发

展。许多部队小专业、新力量增多了，但

要实现由“形聚”向“能聚”转变，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只有深入研究军事、研究

战争、研究打仗，更新练兵思维、提高组

训能力，把所有专业训全、训精、训强，才

能促进部队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

向发展，不断提升备战打仗能力。

警惕“冷门”变“罩门”
■苏海洪

北宋仁宗时期，为加强西陲守备，

名将种世衡在宽州废垒之上“且战且

城”。宽州地势险要，但苦于干旱缺水，

很多人认为此地不可守。

种世衡不信邪、不怕难，亲自带着

工徒去打井。当他们凿到150尺深的

时候，遇上了石层。工徒们很丧气：“放

弃吧，这地方打不了井。”种世衡说：“把

石头凿穿，还出不了泉水吗？”在他的激

励下，工徒们继续奋力。最终，过石数

重，清泉沛然。从此，戍边军民在宽州

站稳了脚跟，邻敌再也不敢轻易来犯。

困难奇绝，更显使命光荣；险阻重

重，尤需精神刚硬。古往今来，凡干事

创业者，无不与困难和险阻相伴。这些

绕不开、躲不过的难和险，既是通往胜

利的必经之途，也是检验心志的一面明

镜。一个人是强还是弱，事业是走向成

功还是通往失败，关键就在这里。无数

事实证明，只有具备“把石头凿穿”的精

神，拿出“杀出一条血路”的决心，柳暗

花明才能浮现眼前。相反，“遇一难则

沮，经一挫遂颓”，就必定难有作为。

历史上，人民军队屡胜强敌、屡创

奇迹，就在于这支队伍中，有许许多多

能啃硬骨头的部队。“大功三连”曾4次

荣立大功，每一次都是啃硬骨头啃出来

的，他们攻得进、顶得住、打得猛，是战

胜顽敌的先锋；“硬骨头六连”的赫赫威

名，同样是在与强敌斗争中打出来的，

该连战斗英雄刘四虎在宜川战斗中，曾

带领全班连续攻占两座山头，即便战至

仅剩他一人，仍奋勇冲入敌军阵地拼

杀。面对困难从不低头、永不屈服，这

是我们从苦难走向辉煌的重要原因。

一位哲人说：“远征之前，首先要擦

亮的是精神，而不是武器。”置身弥足珍

贵的和平年代、生活优越的幸福时代，

一个人最容易陷入到对舒适、安逸的追

求中，从而丧失斗志、畏惧攻坚。现实

中，有的同志不就视探索尝试为畏途、

把负重前行当吃亏、“躲进小楼成一统”

逃避责任吗？只捏“软柿子”、躲着“重

担子”，这难道不是思想沾灰、初心蒙

尘、精神卷刃吗？这样的同志，他们喊

出来的口号是空的，更不能寄希望于他

们能在新的长征路上当勇士、做猛士。

硝烟散去，不代表困难离去、险阻

远去。当前，我国正处在将强未强之

际，先辈们梦想的火炬就攥在我们手

中。跑好属于我们这一棒，同样不会轻

轻松松。无论是加快转型建设，还是加

强练兵备战；无论是强化改革创新，还

是狠抓工作落实，都要直面许多深层次

的矛盾和问题。把前所未有的伟大事

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弘扬“不怕啃硬骨

头”的刚硬精神，保持“越是艰险越向

前”的奋斗姿态。

苏轼的《思治论》有云：“犯其至难

而图其至远。”意为，向最难之处攻坚，

追求最远大的目标。强国强军新时代，

“强”是我们共同的奋斗目标，也是我们

应有的奋斗姿态。对广大官兵而言，政

治上、能力上、作风上强，强就要强在吃

得了大苦头、啃得了硬骨头上。我们要

从民族文化中汲取养分，向革命先辈学

习担当，胸怀远大理想、保持雄心壮志，

不惧风险挑战、勇于攻坚克难。只有人

人具备这种精神和这股子劲，我们才能

攻克更多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更

多彪炳史册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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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
海
明

某连野外驻训近3个月，弹药消耗

了、课目也训了，然而野战食品却没

有动过。作为一种战备携行物资，野

战食品不是用来应付检查、摆着看看

的，如果不愿意吃、不适应吃，战时

就会影响战斗力。

拿破仑说过：“军队靠着它的胃前

进。”战场上，部队的食物供应、官兵

的肠胃适应，是关乎打赢的重要问

题。抛开其他因素，在饥肠辘辘的状

态下打仗，与在能量充足的情况下作

战，效果是截然不同的。随着我军后

勤保障能力、饮食保障质量的提升，

我们不用再像过去那样“长期饿着肚

子打仗”，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胃就

不需要锻炼。相反，越是物质条件改

善、越是保障水平提高，越要注意增

强胃的应战能力，让它既能适应平时

的饭菜，又能适应战时的野餐。

条件越艰苦，越能练筋骨。野外

驻训是战争的预实践，胃的训练自然

也不能缺少。这是因为，战场上决不

可能天天都吃“四菜一汤”。部队在执

行转移穿插任务、遂行连续作战任

务、保障出现短时中断时，官兵就得

靠野战食品补充能量。诚然，野战食

品不如“四菜一汤”那么可口，可如

果不适应、吃不惯，部队怎么打仗？

类似问题就曾经暴露过：有的部队组

织对抗演练，少数战士就因为吃不下

干粮，体能跟不上，无法完成任务，

最终拖了后腿。

野战食品放着不吃，依然按部就

班埋锅造饭，反映出战斗队思想树得

不牢。官兵由此反思：训练场离得

近，我们有条件这么吃，可战场上总

有这个条件吗？驻训很苦很累，得让

大家吃好，可战场上总能这么吃好

吗？事实上，吃野战食品也是训练，

而且是很重要的训练。部队搞实战化

练兵、强战斗队思想，这一方面必须

抓紧抓实。否则，就是对战士、对打

赢的不负责任。

一位经历过战争的领导说：“战场

上有啥吃啥，所以军人不同于地方百

姓，不能只挑合胃口的吃。”现代战

争，兵力运用更趋小型化、精干化，

行动中不会时时带着炊事人员、跟着

给养单元。因此，开展实战化练兵，

必须把练胃作为一项重要课目。我们

只有规范并加强野战食品食用训练，

到了战时才能不惧各种风餐露宿的苦。

胃也必须适应战场
■王欣刚 徐 磊

压减各类文电、精简各类会议、控

制规范各类活动、统筹各类检查考核

评比、整治部队管理中不依规不依法

问题……日前，中央军委印发《关于解

决“五多”问题为基层减负的若干规

定》，激励官兵把心思和精力聚焦到备

战打仗上来。扭住关键和要害，切实为

基层减负，此举让官兵倍感振奋。

军队由战而生，军人为战而练。我

军的主责主业是备战打仗，一切建设和

工作的根本指向是提高战斗力。这个

主业、这个指向，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偏离。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

战斗力的基础，部队所有工作都要靠基

层去落实，在第一线冲锋陷阵也全靠基

层。基层的精力是有限的，也是宝贵

的。各级部署工作、实施抓建，只有牢

固树立“重心在战”的导向，始终坚持战

斗力标准，基层才能全副身心想打仗、

忙备战。否则，就会产生大量干扰羁

绊，影响备战打仗质量。

“不怕吃苦受累忙于打仗，就怕没

完没了应付‘五多’。”说起干扰中心工

作的事，基层同志意见很多。一些基

层干部讲，以前看到领导机关整天忙

开会、学文件，没想到自己也被拽进去

了。有的会议连环套、层层开，大会小

会都点营连主官参加；有的文件通知

明明跟基层关系不大，也要求传达不

漏一人；有的检查考核简单机械，动辄

翻本子、查笔记、考背记。还有的同志

反映，改革后合成营编设参谋岗，本应

是专司打仗的，实际干的多是“联络

员”“协调员”的活。诸多无谓的事务

和压力，让基层同志感到既累人又累

心、既疲倦又厌倦。

基层无意义的负担，其来有自。有

的领导和机关只考虑动静声响而不顾

基层实际承受力，只希望亮点频出而不

管由此带来的基层忙乱；有的机关各部

门以自己为中心、以业务为半径，各画

各的圆，全然不管彼此的交叉、重叠。

难道他们不知道“军队首先是战斗队”

吗？不知道“五多”是忙坏自己、拖累部

队的顽疾吗？当然不是。问题就在于：

政绩观跑偏，干工作存在惯性思维、本

位主义。这种情况下，繁文缛节四处滋

长，偏离中心、干扰中心就不足为怪。

“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

职，其职必举。”备战打仗是追着时代

跑、瞄准强敌练的事业，唯有轻装前行、

专心致志、全力攻坚，才能夯实打赢基

础、增强打赢底气。当前，世界新军事

革命加速发展，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深

刻演变，部队备战打仗任务十分艰巨。

文来文往、空转空忙会像海草一般捆住

人的手脚，不仅使部队难以适应快捷高

效的现代战争，还会迟滞我们追赶和创

新的步伐。这样的工作做得越多，羁绊

越重；忙得越多，干扰越大。

列宁曾说：“可恶的官僚主义积习

使我们陷入滥发文件、讨论法令、乱下

指示的境地，生动活泼的工作就淹没在

这浩如烟海的公文之中了。”这些年，从

开展战斗力标准大讨论，到加快推进治

军方式“三个根本性转变”；从深化国防

和军队改革，到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突出问题……一系列重大举措，客观上

对遏制“五多”、为基层减负有很好的促

进作用，部队普遍感受到向上向好的变

化。军委印发《规定》，使减少干扰羁绊

的措施更明确、更具体，必将进一步激

励基层官兵担当作为，提升干劲激情。

“心无旁骛忙备战打仗”，这是基层

部队的愿望和呼声，也是领导机关的要

求和期待。各级只有牢固树立战斗队

意识，从现在做起、从每一件工作做起，

不折不扣把《规定》落到实处，基层才能

做到全部心思向备战打仗聚焦、各项工

作向备战打仗用劲。

减少影响备战打仗的干扰羁绊
■包罕力

“事前有计划，事后有总结”，这是
抓好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从计划到
总结，中间隔着实践和落实的过程。
然而，少数机关干部在筹划工作时，一
边做方案一边想总结，有的甚至计划
还没下发、总结已有初稿。

这正是：
种子刚刚播下，

果实枝头已挂。

如此心想事成，

岂非弄虚作假？

周 洁图 李浩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