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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思维

八一时评 基层观澜

长城论坛

玉 渊 潭

善下斯为大，能虚自有容。

善下是一种人格的修养，一种领导

魅力，更是一种无形的财富。古往今

来，凡善下者，人恒敬之。

北宋名将、魏国公韩琦统帅军队时，

一次夜间伏案办公，为其持蜡照明的侍

卫走了神，蜡烛烧了他鬓角的头发，韩琦

用衣袖蹭了蹭又继续办公。过了一会

儿，发现侍卫换了。韩琦怕侍卫长责罚

那名侍卫，就把侍卫长召来说：“不要替

换他，因为他已经知道怎样持蜡烛了。”

将士闻之，无不为韩琦的举动而感动。

据载，唐代天德军判官任迪简一日

赴宴，倒酒的侍卫一时马虎，误把醋壶

作酒壶，给任迪简斟了一大盅醋。任迪

简一喝，酸不可耐，但他知道军使李景

略治军极严，部下稍有过失便遭重咎。

于是，他咬牙饮尽，结果“吐血而归”。

这件事情传出去后，“军中闻者皆为感

泣”，任迪简也日益受到官兵爱戴。因

崇敬他宽厚仁恕、与人为善的人格魅

力，后人誉之为“呷醋节帅”，《旧唐书》

亦为他作良吏传。

善下，实则是一种人格魅力、一种

非权力影响力。将帅们带兵打仗，靠权

力，也靠权威。如果一名指挥员注重善

下，有容人之量，就会产生“不令而行、

不严自威”的人格魅力，部队也会产生

“上下同心，其利断金”的战斗力。反

之，那些不善下的将军，则很难喝到“祝

捷的美酒”。

我军的征战史上，很多将帅之所以

多打胜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一直

有善下的优良传统。朱德元帅，对士兵

极其温和，曾多次替士兵站岗；贺龙元

帅，坚持“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始终与

将士们共甘苦、共患难；彭德怀元帅非常

体恤下属，特别关心官兵冷暖，曾把手插

进战士的鞋子里感受温度……正是他们

的善下，激发部属英勇作战，所向披靡。

军队讲铁血，也重柔肠；重法治，也

重感情。指挥员善下，官兵就愿跟他上

战场，为他挡子弹。否则，官兵之间就

易产生隔阂、失去信任，甚至影响战斗

力的巩固和提升。

进入新时代，善下的内涵也在发生

着变化。对指挥员来说，做到善下，既

要关注官兵的生活问题，也要关注官兵

的成长需求、心理诉求、进步渴求、人格

追求，让他们拥有获得感、幸福感、成就

感。

领导干部是否做到善下，检验的尺

子握在官兵手中。实际生活中，有些指

挥员自认为把官兵生活“照顾”得很好，

但官兵仍不满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未能真正把准时代脉搏，未能在解决

官兵痛点上下功夫。当前，官兵最痛恨

的就是“五多”，以及这样那样的负担。

一个领导干部真正善下，就应该千方百

计为基层减负、为官兵减压，让官兵集中

心思和精力练兵备战。可以说，那些为

了个人政绩反复折腾基层，为了面子工

程浪费官兵心血，为了出名挂号无休止

地考核检查的领导干部，其内心就没有

把官兵放在心上，也不可能做到善下。

正所谓，“服其心方得其力”。一个不善

下的领导干部，很难带领官兵打胜仗。

“不爱征戎儿，岂可执帅印。”无数事

实证明，领导把官兵放在心上，官兵才会

把事业放在心上；领导把官兵当亲人，官

兵就会把使命高高举过头顶。

（作者单位：96743部队）

善下者，人恒敬之
■马家兴

某地群众中流传着一则“干部推板

车”的故事。一天，有两位农民兄弟拉着

两辆满载农产品的板车在爬坡，后面来了

一辆小轿车，当司机准备按喇叭催促时，

车上一位官员说：“不要催，下去推一把。”

于是，干部和司机下车协力把前方两辆板

车推上了坡，前后也不过十多分钟，这两

位农民十分高兴地与他们握手言谢。

生活不易。老百姓居家过日子,难

免遇到这样那样的难题。这时，上级选

择“催”还是“推”，不仅反映出干部的官

德，更照见领导机关的作风。如果不主

动排忧解难、担责尽责，而是搞命令式

的提要求、压担子那一套，势必会挫伤

群众干事创业的激情，令人反感。“催一

催不如推一推。”只有坚持想群众之所

想、谋群众之所急，多做扶危济困、雪中

送炭的好事，真正同群众干在一起、苦

在一起、累在一起，才能赢得群众点赞。

同样，部队党委机关指导基层也应

如此。基层工作千头万绪，并非每项任

务都有现成经验可循，开展工作需要机

关适时理思路、解难题。唯有如此，才

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倘若领导机

关总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今天要材

料，明天要情况，甚至搞无休止的督导

检查，无异于虚功内耗、变相加压，不仅

损害了机关形象，还会造成基层忙乱乱

忙、效率低下等问题。

“袖手旁观式催促”实质是一种官僚

主义，是工作不务实、作风不扎实的体

现。现实中，有的领导机关落实上级指

示要求仅满足于压担子、甩包袱，后续工

作既不跟踪，也不解难，目标要求远超出

基层承受能力；有的为了体现重视程度

和工作力度，层层加码、级级提前，让基

层一天到晚像陀螺一样忙个不停，等

等。类似于这样只讲速度不讲质量、只

讲进度不讲实际的官僚作风，是“啃食”

基层满意度最直接的体现。

当前，国防和军队改革向纵深推进，

政策制度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无论是新

质战斗力生成，还是新装备作战效能释

放；无论是纠治备战打仗中的顽瘴痼疾，

还是提高管理指挥效能，都需要党委机

关融入基层、深入战位，在实实在在的助

力帮困中推动基层建设发展进步。

深接地气，才能汇聚人气；打成一

片，才能干出实绩。站在强军事业新起

点上，只要各级领导机关坚持转变工作

方式，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务实作风，

少一些隔岸观火的无动于衷，多一些挺

身而出的热情帮助，担当作为、务实尽

责，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

忧基层之艰辛，乐官兵之收获，定能协

力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

催一催不如推一推
■陈 辉

某部为使单位整体成绩排名靠
前，经常让身体素质好的官兵帮助
体能较弱的战友背枪和装具。然
而，在一次训练考核中,突遇通过
“染毒地域”，个别官兵因为装具被
战友背着，直至终点也没能带上防
毒面具，导致整体成绩被判不合
格。之后他们举一反三分析问题，

强化实战意识，坚持让训练与战场
贴得近些再近些。

这正是：
战友互助分时机，

不可片面求成绩。

考核打仗要对标，

贴近实战有底气。

胥萌萌图 高旭尧文

反对形式主义，给基层减负，离不开

决心与态度，但如果没有与之相应的能

力作保证，纠治效果很容易大打折扣。

马克思说过：“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

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我们

都知道，形式主义不仅没有价值，还会

“害死人”。但缘何形式主义就像韭菜一

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探究其中原因，

一方面，有些领导干部从形式主义中获

得好处，不真心纠治；另一方面，有些领

导干部能力不强，作风不过硬，战胜不了

形式主义这个党和人民的大敌顽敌。譬

如形式主义的主要表现“五多”，自上世

纪50年代提出以来，一直没有得到有效

遏制。今年是基层减负年，全党全军已

经向形式主义发起总攻，没有人再敢包

庇它了。对领导干部来说，不怕无策，就

怕无心；不怕无招，就怕无能。纠治形式

主义，对其能力素质无疑是场大考。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

源。”形式主义属于疑难杂症，不找到病

根解决不了问题。陈云同志说过：“领导

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纠治形

式主义，考验着领导干部的调查研究功

夫。陈云在上海青浦考察时发现，当地

群众把单季稻改成双季稻后，收成并不

好。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才发现当地

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不宜种双季稻，

最终改成“种单季稻加蚕豆”。

祛除形式主义之弊，是个很复杂的问

题、很艰难的任务，没有调查研究、没有解

决问题的能力不行。试想，如果我们对矛

盾梗阻始终想不深、理不透；对问题病灶

始终弄不准、搞不明，又怎能找到解决问

题的良方？面对形式主义问题，急着开药

方不行，深入调研、找到病根后才能对症

下药。

形式主义难纠治，还在于它具有顽固

性、反复性，治标容易治本不易。从实践

看，一些形式主义表面上看似得到治理，

实际上只不过换了副“马甲”。据官兵反

映，在破解“五多”问题中，有的会议虽被

取消，却变成了试点观摩；有的检查评比

未获批准，就变身为花样繁多的集训；一

些需跋山涉水参加的会少了，可依托视频

的会却增加了。类似现象，有机关的问

题，也与领导干部缺乏辨识能力，发现不

及时有很大关系。因此，破除形式主义，

领导干部需要修炼一双慧眼，练就“火眼

金睛”的功夫，做到任凭形式主义变化多

端，也能一针见血地发现和剔除。

当前，随着全面改革的深入推进，一

些全局性的工作，不仅需跨部门、跨单位

协调，有的还要跨军地统筹，这里面不可

避免会产生形式主义问题。这就需要领

导干部不仅要有大处着眼、综合用力、体

系推进的统筹能力，还要有清“淤点”、通

“堵点”、解“难点”的过硬本领。否则，破

解不了形式主义，抓不住问题的关键，一

些重点环节和程序就容易走过场，就会

影响改革效能的释放。

“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

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

之可冀。”纠治形式主义需要的能力还有

不少，但对其露头就打、果断纠治，既是

一种担当，更是一种素养。领导干部唯

有具备较强的能力素质，始终保持真抓

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常抓的韧劲、善抓

的巧劲，日日为继、久久为功，才能彻底

打败形式主义这一大敌，以良好的作风

助推新时代强军事业。

（作者单位：武警嘉兴支队）

纠治形式主义对能力是场大考
■金驰宇

现在，少数单位列出问题清单不少，

而销号清单纹丝不动。探究起来，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领导干部不勤于基层实

践，不善于拜官兵为师，未能找到解决问

题的金钥匙。

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

议上，习主席强调，“要大力弘扬密切联

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深入基层一线，增强

同人民群众的感情，学会做群众工作的

方法，从基层实践找到解决问题的金钥

匙。”这一重要论述告诫领导干部，什么

时候都不能忘了基层实践，什么时候都

不能脱离群众。否则，就无法有效破解

改革发展中遇到的难题。

基层是富矿，高手在民间。官兵中

蕴藏着丰富的智慧、绝好的点子、科学的

办法。领导干部多深入基层，和官兵坐

同一条板凳，总能挖到基层的富矿，找到

破解难题、化解矛盾的“药方”。也难怪

毛泽东同志这样说：“我的经验历来如

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

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

题就解决了。”

现在，有些单位有一种很不好的现

象，就是基层的一些实际问题迟迟得不

到解决。分析起来，也不是领导机关不

想解决，而是他们提供的方法打不开难

题“这把锁”。造成这一问题的症结，就

是少数领导干部关起门来研究对策，不

勇于开门纳谏、倾听官兵意见建议，也不

善于运用基层已经探索出来的好经验、

好办法。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决策权是

与生俱来的，与官兵需求、客观实际无

关，既无需见微知著、通盘考虑，也无需

深入一线、与官兵商量。如此一来，看似

出了不少力，却枉费功夫，造成决策不对

头，官兵自然不会有太多获得感。

脚板底下出真知，基层实践出金钥

匙。有些领导干部整天喊工作难做、问

题难解。光喊难有什么用，只有把基层

跑遍跑深跑透，做到“山高问樵夫、海深

问渔夫”，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不少领

导干部蹲下去解剖“麻雀”，结果令他们

大开眼界，从工作思路到解决办法，官兵

的招数多、对策好。事实证明，如果领导

干部真正深入群众，甘当小学生，总能找

到思路、措施和办法，困难和问题也会迎

刃而解。

“拔足再濯，已非前水。”如果说过去

凭经验还能作决策、搞指导，在今天这个

日新月异的新时代，不深入基层实践，不

多作调查研究，领导者很快就会落伍，更

别说有什么解决问题的锦囊妙计。一个

不可辩驳的事实是，部队改革发展很快，

过去的一些经验做法不管用了，过去的

一些工作模式卡壳了，过去的一些方法

手段“out”了，而要探索新的模式、创造

新的经验、开辟新的道路，往往不在“庙

堂之高”的机关，而在“江湖之远”的基

层。知战胜在卒伍。基层是新体制、新

机制、新编制的实践者，他们最能找到科

学的思路、管用的办法。不投身基层实

践，不拜官兵为师，总是躲在机关“推稿

子”，什么时候也推不出“金钥匙”。特别

是现在正处于政策制度改革的重要阶

段，更应多到基层调研，多搞开门问政，

防止在政策制度上“翻烧饼”。

“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

其尤甚者观蛟龙。”有少数领导干部下了

不少次基层，却没有找到什么管用的办

法。事实上，这不是基层的问题，而是领

导干部作风出了问题，习惯了空调热茶，

到了基层不与官兵坐一条板凳，对基层

招待不周不满意，对东奔西跑的劳累受

不了，对解剖“麻雀”的蹲点蹲不住。如

此这般，怎能换来官兵的真心话、基层的

好点子？

金钥匙绝不是放在那里让你直接拿

走的。领导干部只有扑下身子、放下架

子，真正沉到最底层，发扬“蹲下去看蚂

蚁”的精神，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

笔力，才能听到原汁原味的声音，寻到实

用管用的良策。

从
基
层
实
践
找
到
解
决
问
题
的
金
钥
匙

■
邹

荔

“一身男儿血，满腔报国志，战士生

来就为上战场。砺砺英雄胆，磨磨意志

钢，一切只为明天打胜仗。呐喊一声，

有我在……”

一首《有我在》，唱出了中国军人的

初心、使命、情怀和担当。

战争来临有我在，大厦将倾有我

在，危急关头有我在，人民有难有我

在……“呐喊一声，有我在”，激活了革

命军人的血性、胆魄、忠勇和大义，体现

了子弟兵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此时此刻，军旗飘扬，军徽闪耀，军

歌嘹亮，军号吹响，人民军队即将迎来

92岁生日。

92年砥砺前行，92载浴血荣光。不

管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人民军队

总是挺起胸膛、砥柱中流，与党和人民

生死相依、荣辱与共。

在大革命血雨腥风的日子里，人民

军队应运而生。从1927年8月1日建军

的那一天起，人民军队就始终凝聚在党

的旗帜下，为我们党完成历史使命而冲

锋在前、奋斗不止，前仆后继、无所畏惧。

92年来，我军在党的领导下，历经

硝烟战火，一路披荆斩棘，付出巨大牺

牲，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为党和

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可以说，

人民军队的历史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永远奋斗的历史，就是勇敢战斗、勇

往直前、勇担大任的历史。

92年的军史上，“跟我上”“我在阵

地就在”“向我开炮”“铁军来了”“让我

再救一个”“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等铿

锵话语，生生不息，绵绵不绝。

“呐喊一声，有我在”，始终回荡在

历史深处，践行在每名革命军人身上。

从娄山关、腊子口，到平型关、太行

山；从山海关、长江口，到长津湖、上甘

岭……党令军令在，子弟兵就在，八一

军旗就在，呐喊冲锋就永不停息。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129师新编第

10旅旅长范子侠对部队讲：“我前进你们

跟着我，我停止你们推着我，我后退你们

枪毙我！”这三句话，是共产党人的带兵

箴言，也是革命军人应有的血性担当。

战火纷飞的年代，方志敏、赵一曼、

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无数革命

军人为了祖国解放、民族独立、人民幸

福，战斗在最危险的地方，把自己的身

躯铺垫成新中国的坚实基石。

战斗英雄、人民功臣张富清用突击

队精神践行着“有我在”的铮铮誓言。他

说：“突击队就是‘敢死队’，是冲入敌阵、

消灭敌军火力点的先头部队，伤亡最

大。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党需要的时

候，越是艰险，越要向前！”生死考验面

前，张富清敢于冲锋陷阵，多次争当突击

队员，彰显了革命军人的担当和无畏。

相对和平时期，远离了硝烟炮火，

但革命军人仍然不能放松，依然需要枕

戈待旦、听令出征，依然需要守卫幸福、

捍卫和平、保卫安全。地震灾区、抗洪

前线、雷场火场、维和战场……革命军

人从来没有停止冲锋、停止突击，“呐喊

一声，有我在”的迷彩旋风一直都在激

荡。

哪里有危难，哪里就有子弟兵的身

影；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军旗高高飘

扬。在一次次的呐喊声中，李向群倒下

了、张超倒下了、申亮亮倒下了……人

们说，中国无战事，军人有牺牲。我们

说，有种大爱需要用青春和生命作答，

这是军人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如果说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军人

“跟我上”是一种担当；那么在新时代，

革命军人“让我来”也是一种担当。

“你退后，让我来”，是杜富国的标

志性语言，也是他履行军人使命的自觉

行动。无数军人和杜富国一样，是“让

我来”的先锋，也是“有我在”的英雄。

在这个如火的日子，放眼全军，铁

甲滚滚、战舰驰骋、银鹰出击、长剑昂

首……全军官兵正用忠诚和奋斗、牺牲

和奉献，忠实履行着党和人民赋予的新

时代使命任务。

身后是和平，面前是战争。老百姓

常说，哪里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

有军人在负重前行。“呐喊一声，有我

在”，就是要担当重任，挺身而出。

军人生来为战胜。军人离危险越

近，人民离幸福越近。军人的呐喊，响

在平时，更应响在战时。

当前，天下还不太平，“丛林法则”

还在上演，局部战争还在发生。我国正

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前景十

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由大向强、

将强未强之际，往往是国家安全的高风

险期。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实现

更加美好生活，必须加快把人民军队建

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一个强大国家背后必须有一支强大

军队。现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和选择

增多了，但军事手段始终是保底手段。面

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时代潮流不可逆转

但世界并不太平的国际安全形势，中国军

人喊出“有我在”，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之必胜，才能让国家底气足、人民腰

杆硬。

“呐喊一声，有我在”，绝不是一句

口号，必须要有实实在在的能力、有打

赢现代化战争的本事。未来战争，是一

体化联合作战，彰显的是科技的比拼、

智力的对抗。只有始终走在战争前列，

懂得现代战争制胜机理，把准信息化智

能化战争脉搏，才能信心满满地喊出

“有我在”。倘若没有一身硬功夫，没有

一副铁肩膀，就难以做到能打仗、打胜

仗，难以不负党和人民的信任，难以续

写革命先辈的辉煌。

“有一种穿越大山的目光是战略，

有一种夜不能寐的坚守是战备，有一种

至高无上的荣誉是战功，有一种艰巨神

圣的使命是战胜。”踏着92年厚重的红

色历史，赓续着我党我军的红色基因，

今天的革命军人当用“有我在”的担当、

“打得赢”的行动，在战旗上续写我们的

铁血荣光。

呐喊一声，有我在
——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2周年之际

■桑林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