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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写过一

篇著名的散文《种树郭橐驼传》。文章

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述，揭示了

为官治民不应“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

卒以祸”的深刻道理。郭橐驼种树的故

事，对于今天部队机关指导、帮建基层

依然颇有启示。

郭橐驼善种树，诀窍在于“能顺木

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就是能顺应树木

自然生长的规律，使它按照自己的习性

成长。其他种树的人却不是这样，让树

根蜷曲不能伸展，培土不是太实就是太

松，栽好后又不放心，早上去看看，晚上

去摸摸，甚至掐破树皮、摇动树根察

看。郭橐驼一针见血地指出：“虽曰爱

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

不我若也。”

种树之道与指导基层，确实有很多

相通之处。有的把帮建当包办，把指导

当主导，“爱之太殷，忧之太勤”，干了许

多越俎代庖的事；有的频道换得太快，

检查考核过多，上午一个文件，下午一

个通知，让基层官兵如“山阴道上，应接

不暇”，难以招架；还有的机关对基层

“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造成“你不

放心、我不用心，你不放手、我就甩手，

你要包揽、我就偷懒”的局面。这些做

法，同那些不善种树的人一样，完全违

背了基层建设的客观规律，只能是一厢

情愿、事与愿违。

基层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靠

基层自主建设，也需要党委领导和机关

指导。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

议上指出：“要把指导帮建的着力点放

在提高基层自建能力上。”上级放心放

手，下级才有尽心尽力的空间；上级放

权还权，下级才有尽职尽责的余地。正

如罗荣桓元帅所说：“政治工作要给下

边留有余地，给下边自主性，不然下边

就没办法。说‘下面干部不用脑子’，脑

子你都用了，你的指示他都用不完，哪

有时间考虑自己的情况。这样下去很

危险。”

输血不如造血，授鱼不如授渔。各

级党委机关应当按照“四个坚持扭住”

要求，坚持依靠基层、建强基层，把工作

重心始终放在基层。明确机关按级帮

建与基层自主抓建的权责区分，切实尊

重基层工作安排权、人员使用权、财物

支配权，建立起组织能自建、工作能自

转、问题能自解、安全能自保的基层工

作新模式。坚持党委机关按《纲要》实

施指导、基层单位按《纲要》加强建设、

广大官兵按《纲要》创先争优，推动基层

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作者单位：武警黑龙江总队）

抓基层不妨学学郭橐驼
■刘佳山 熊茂军

“这一仗打得真痛快！”近日，陆军

某旅一位合成营营长在演练中找到了

“新感觉”：从战场侦察到定下作战决

心，从诸兵种协同到后勤保障，所有的

指挥与实施，全部由合成营独立完成，

全营战友感到压力倍增的同时，也很有

成就感和自豪感。

据报道，合成营已成为我军陆军

机动作战基本单元，这标志着陆军转

型建设迈出了关键一步。合成营集小

型化、多能化、精干化、模块化等诸多

优势为一体，在兵员构成、装备编配、

组训方式、作战指挥等方面，与传统步

兵营有着天壤之别。这也是世界大国

陆军的普遍发展趋势和探索方向。俄

罗斯陆军同样以营为基本作战单元，

将指挥控制、侦察情报、火力打击、快

速机动、战斗保障各要素集成一体，极

大提高了合成营的防护力、机动力、打

击力和保障力。

合成营，重在合成，难在合成。搞

好合成营训练，是生成体系作战能力的

源头活水，是答好胜战之问、提高胜战

之能的必经之途，也是建设强大的现代

化新型陆军的重要内容。现代战争中，

“战略决策、战役指挥、战术行动”的特

征日趋明显，大兵团作战的概率越来越

低，体系支撑精兵作战的营级规模行动

将大放异彩。一个合成营涵盖数十种

武器装备和几十个专业，这是作战要素

的聚合融合，而不是作战力量的集合混

合。只有聚焦实战、对接实战，练强作

战体系，练精制胜招法，把侦察、通信、

步兵、炮兵、防空、工程保障等诸多专业

力量有机地融合起来，才能发挥出“1+

1>2”的效果。

“眼前有了繁花，并不等于手中就

有了鲜蜜。”将合成营的编制优势、结

构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绝不是轻轻

松松就能实现的。与世界发达国家军

队相比，我军合成营建设起步较晚，欠

账较多，在训练方面还存在不少问

题。比如，有的部队装备正在更新换

代，新老装备“三代同堂”问题比较突

出，训练难以有效融合；有的部队训练

保障条件跟不上、模拟训练器材少、训

练场地不足，按纲施训难度较大；有的

部队组训能力弱，练不全、练不精、兵

种训练与合成训练“两张皮”等，制约

着训练质效的提升。

转变训练理念。胜战必须联战，联

战必须联训。现代战争“联”的范围更

广，“联”的程度更高，“联”的层次更深，

要求每名官兵必须强化“联”的意识，提

高“联”的素养，练好“联”的硬功。合成

营编配兵种多，一个兵种就是一个作战

资源，平时磨合好，战时才能“合”得上，

所以必须强化“合”的意识。合成营统合

分队侦察、火力、指控、支援、保障等作战

要素，是连接旅连两级的中间纽带，任何

一个专业训练不精，任何一个岗位训不

到位，都可能成为作战体系的“短板”。

所以，必须强化“精”的意识，把每一个单

兵、每一型装备、每一类作战要素都训全

训实，并自觉嵌入作战体系。

转变指导方式。合成旅实行“小机

关带大部队”，训练指导力量较之以往

有所减弱。旅机关在训练指导上，必须

从“给方案、给计划”向“教方法、重监

督”转变，突出指导重点，抓好训练筹

划，加强对关键训练阶段、重点训练单

位、难点训练科目和重大演训活动的指

导。应根据合成营可能担负的任务，设

置训练课题，明确训练标准，完善训练

条件，把更多训练的自主权归还营连，

推动合成营训练从“被合成”向“主动

融”转变。

转变组训模式。积极推行“大专业

小集中，小专业大融合”的分级组训模

式，对于人数多、大众化的专业，可以放

开手脚由连队自行组训；对于人员少、

专业性强的专业，可以由旅机关统筹协

调进行组训；对于侦察、指控、火力、支

援等作战要素，合成营应围绕体系作战

能力生成，采取“全程练”与“重点研”相

结合、指挥演练与实兵演练相结合、单

方作业与实兵对抗相结合的方式抓好

集成联训，强化联合指挥训练、互为条

件训练、新领域新力量融入作战体系训

练，实现模块组合、即插即用，努力使合

成营的“铁拳”更快、更有力。

（作者单位：77675部队）

从“被合成”转向“主动融”
—关注陆军合成营建设系列谈②

■周炎炎 杨晓琨

长城瞭望

画里有话

满眼春光看世界，世界就
不会灰暗与凉薄。漫漫人生
路，就是一个不断修炼、边完
善自己边温暖他人的过程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给经济社

会发展造成罕见影响。但事物总是祸福

两相依，严峻的挑战也改变人们不少生

活习惯。如“少出门、不聚集、戴口罩、勤

洗手”，在整个疫情期间得到广泛遵守；

聚餐使用公筷、不吃野生动物、不随地吐

痰，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亲朋间经常

关心问候，再次唤醒人间美好；年轻人举

办婚礼不再那么讲究排场，农村里送别

逝者也不再吹吹打打过分喧闹；对白衣

天使的理解与尊重更是骤然加深，医患

关系不断改善……疫情过后，这些新观

念、新风尚能不能坚持长久、蔚然成风？

实事求是讲，上述许多变化，是在

疫情肆虐情况下人们用生与死的眼光

审视人生的结果。在重大灾难面前，人

们最强烈的感受就是生命之宝贵，守望

相助、和衷共济成为一致追求。抗疫以

一种特殊方式倡导文明处事，激发了人

之真心善心同情心超常迸发。但风雨

总会过去，怎样避免好了伤疤忘了痛？

最是难得平常心，这取决于人的道德自

觉，体现于我们的日常生活。

道德自觉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核心

是“人心”与“道心”合一。《礼记·礼运》中

说：“人者，天地之心也。”王阳明说得更

加明白：“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

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

寻。”心理学上，也有类似意义的“皮格马

利翁效应”。现实生活中，人们有许多这

样的感受，比如，“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

白了头”，杜甫也有诗句：“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其实，笑能“年少”、愁能

“白头”，花能“溅泪”、鸟能“惊心”，都是

“境由心造、物随心转”的形象表达。

满眼春光看世界，世界就不会灰暗

与凉薄。漫漫人生路，就是一个不断修

炼、边完善自己边温暖他人的过程。《尚

书·大禹谟》中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思是人心危险

难测，道心幽微难明，必须一心一意、精

诚恳切地“持守中道”。中国人历来讲究

修身，如孔子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

内自省也”，诸葛亮的“静以修身，俭以养

德”，欧阳修的“内正其心，外正其容”，讲

的就是以“道心”调解“人心”，唤醒本心

光明，化解内心烦忧，进而做到心淡如

水、人素如菊，“循理而举事”。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

为。”修身强调从点滴做起、日积月累，

我们追求道德自觉，不妨从每说一句

话、每做一件事、每产生一个念头开

始。比如，在公交车上遇到年长者要主

动让座，到公共场所不能大声喧哗，对

他人的误解应多多谅解，等等。有些事

虽然很小，做好了也可能平淡无光，但

却影响人心世事，反映品格高下。如同

万紫千红花满园，不见花草长却日日有

所增。从点滴起步，从小事做起，热爱

人间草木，享受灯火可亲，踏实做好日

常凡事，生活就会自带光芒。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

辛。吴玉章“亮节英姿书百代，一生豪杰

万人师”，按毛泽东的说法，那是因为他

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

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

年如一日，从而形成了光明磊落、大义凛

然的人格魅力。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

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使自己的人

生价值实现了永恒。道德自觉就要像吴

玉章、雷锋那样，有一种锲而不舍、孜孜

以求的精神，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不

断给内心注入爱的温暖。“昨夜西风凋碧

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

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

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清末学者王国维曾以晏殊、柳永、辛弃疾

的三句词，来说明做学问的三种境界。

其实，用它来比喻人生经验螺旋式上升

之艰难，也再恰当不过。

生活是有惯性的。女织男耕、桑床

满圃，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历史上许多

民间劳作、造坊食法沉淀下来就变成了

习俗。如同全民抗疫，真心地信，细心

地做，一心地学，多做一点有益于社会

的事，多留一点时间陪伴家人，多用一

点心思关照自己内心，多营造一点人与

人之间的温馨，最终受益的就不仅仅是

我们自家了。

最是难得平常心
■谭 然

玉 渊 潭

最近，《中国青年报》刊发的《习近平

与大学生朋友们》系列专题报道，在社会

上引起强烈反响。其中《习书记与我们

聊如何做好基层工作》一文，回顾了时任

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与前来参加社会

实践的中国人民大学师生交往、交流、交

心的场景。针对同学们关于“如何做好

基层工作”的提问，习近平同志与大家分

享了自己在基层工作的体会和感悟，提

出作为基层干部，要有忍耐力、直觉力和

行政力，要有牺牲精神、奉献精神和创造

精神。新时代青年如何励志、如何成才、

如何建功基层？从这番时隔36年的谈

话中，肯定会得到启迪。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

伍。”对于军队青年来说，基层是最好的

“墩苗田”，磨练是最好的“成长礼”。一

位智者曾经问他的弟子：“一滴水怎样才

能不干涸？”弟子不能答。智者说：“把它

放到江、河、湖、海里去。”无数青年战友

正是在基层一线、在边关孤岛、在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经风雨、见世面、长本领，才

让青春绽放出绚丽的光彩。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

升华。前不久，习主席寄语全国各族青

年，充分肯定广大青年踊跃投身抗疫斗

争的担当精神。在疫情防控斗争中，全

军青年唱响昂扬的青春战歌，绽放蓬勃

的青春力量，在白衣执甲、逆行出征的队

伍中，在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洪流里，

在激浊扬清、凝心聚力的斗争中，到处都

有青年战友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倾尽全

力、建功火线的身影。千锤成利器，百炼

变精钢。试想，青年战友如果不经过实

践砥砺、不经受风雨洗礼，怎能淬火成

钢、破茧成蝶？

基层历练永远是青年战友梦想成

真的“星光大道”。实现强军目标所需

要的人才，就是要经过基层的历练，一

步步成长起来，这才是正道。基层虽然

条件艰苦、工作繁重，却有着最丰富的

营养，能给青年战友以成长所需的“钙

质”、起飞所需的“跑道”、远航所需的

“风帆”。谁能在基层潜下心来工作，谁

就能找到施展才华、释放能量的舞台；

谁能把吃苦当“吃补”，读懂基层这本

“无字之书”，谁就能在平凡中创造非

凡，干出一番事业来。

时代大潮奔涌，后浪推动前浪。“奔

涌吧，后浪！”其实，我们可以把“奔涌”理

解为一种融入江河的姿态、奋勇搏击的

状态。不管前浪、后浪，只要还在奔涌、

还在奋斗，还在劈波斩浪中追求梦想，都

可以无愧地说：我们有幸遇见这样的时

代，时代也有幸遇见这样的我们。

（作者单位：齐齐哈尔军分区）

奔涌吧，融入基层的江河
■王丹松

漫画作者：周 洁

一个单位的主官和副职，好比舞

台上的主角和配角，二者都不可或

缺。现实中，绝大多数副职在工作上

履职尽责，但也有个别副职把自己当

“二传手”，只传球不扣球，这种现象

当戒。

主官处于主导地位，副职的作用

同样重要。副职不是闲职、更非虚职，

在领导职务上是配角，但在分管工作

中则是主角。如果不担当不作为、自

我矮化或降低工作标准，既不可能锤

炼本领、担当有为，又会影响单位建

设、迟滞事业发展。解放战争时期，粟

裕顾全大局，两让司令，但他让职不让

责，“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

勋”，这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

干部干部，干字当头。副职作为

主官的“左膀右臂”，也要有当“主攻

手”的意识，该拍板的要果断拍板，该

请示的要及时请示，绝不能有“不干

不够意思、干点意思意思”等错误想

法。对分管领域，副职必须承担应有

的责任，出了问题不能推卸给正职、

推卸给领导班子。同时，主官应当好

“班长”，摆正位置，开阔胸怀，充分尊

重、信任和用好副职，积极创造条件

让副职放手开展工作，主动接受副职

的监督，从而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

责，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

局面。

副职莫做“二传手”
■胡 磊 王振刚

不论是巩固拓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成果，还是持续深入开

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

题教育，都需要在反复抓、抓反复中实

现深化和转化。然而，深化不是“老一

套”，各单位不能照搬照抄过去的教育

内容、组织形式和实施方法。

照搬套路，难有出路。教育的活

力来自探索创新。在探索中找规律、

明机理，在创新中出新招、辟新境，教

育才能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使命任

务相适应，与官兵思想相符合。然

而，有的单位在开展主题教育中，存

在“一种招数用到底”“一个药方治百

病”等惯性思维，容易使官兵产生“审

美疲劳”。

客观上说，今年的主题教育频道

不换、标准不降，想在过去的基础上

出新出彩，确实有不小的难度。这

更加要求政治教育者紧跟时代、紧

扣中心、紧贴官兵，积极创新教育理

念、内容、手段和机制。比如，如何

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如何变“有意

义”为“有意思”等。只有深入研究

新体制下组织开展主题教育的特点

规律，积极适应信息网络时代要求，

把想说的与想听的、“大水漫灌”与

“精准滴灌”结合起来，才能不断增

强主题教育的针对性、时代感和说

服力。

深化不是“老一套”
■冯 鹍

“千招万招，不落实都是虚招”。

然而，个别干部表态调门高、行动落实

差，许了不少“泛泛空诺”；有的把说了

当做了、做了当做好了，以文件落实文

件、以会议落实会议，搞了不少“虚应

之道”；还有的重造势轻落实，设计动

作多末端问效少，做了不少“表面文

章”。凡此“假把式”，如拳头打在棉花

堆里，最终使工作在落实声中落空。

抓落实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体现

的是担当精神，反映的是工作作风，必

须下硬功夫、狠功夫、苦功夫。那些爱

搞“假把式”的干部，或是躲避责任“不

想落实”，或是推诿拖沓“不急落实”，

或是能力不足“不会落实”。如此“只

摆花架不种花，只摆谱架不弹琴”，实

质是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表现。

“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

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各级要

进一步强化狠抓工作落实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发扬踏石留

印、抓铁有痕的精神，坚持雷厉风行、

不打折扣抓落实，注重跟踪问效、直达

末端抓落实。同时，应加强督促检查，

对完不成任务的要追责问责，对造成

严重后果的要严肃处理，切实形成狠

抓工作落实的浓厚氛围和鲜明导向。

（作者单位：武警工程大学）

落实别搞“假把式”
■胡益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