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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围绕党在新形势下的
强军目标，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
心，进一步把认识向高处提领、学
习向信仰扎根、工作向纵深推进

党的十九大召开在即，我们党将

开启奋斗圆梦的新征程。在这样一个

历史时刻，我们必须紧紧围绕党在新

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以正在做的事情

为中心，进一步把认识向高处提领、学

习向信仰扎根、工作向纵深推进，凝聚

广大官兵以昂扬状态和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意志力量。

强化政治定力，深学系列讲话。

习主席指出，一个政党要走在时代前

列，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指导；一个领导

干部要做好本职工作，一刻也离不开理

论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是引领我们胜

利前行的行动指南。习主席系列重要

讲话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最新成果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

果，对于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

点的伟大斗争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

义。只有不断加强理论学习，紧跟习主席

理论创新步伐，强化维护核心、看齐追

随的政治定力，才能将党的各项事业持

续推向前进。理论学得愈深、信得愈

真，信仰信念才能愈加坚定。因此要把

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的精髓要义理解

透，把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掌握

好，做到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学习贯

彻就跟进一步，不断增强对系列重要讲

话的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实践认同，真

正学出坚定信仰来，学出真挚情感来，

学出忠诚品格来。

强化政治自觉，聚力练兵备战。

习主席指出，必须始终聚焦备战打仗，

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

精兵劲旅，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

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军队作为国

家安全的柱石，只有始终聚焦打仗，狠

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和战备建设，才能确

保遇有情况能够忠诚使命、不辱使命。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没有求实的思想就

没有务实的行动。练兵备战中要牢固

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下

大气力纠治重任务轻训练、训风演风不

实等顽症痼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紧密联系部队使命任务，增强创新

意识、创新观念和创新能力；树立向末

端落实要效益思想，制定完善制度机

制，切实立起真打实备的鲜明导向。练

就过硬本领始终是军人的第一职责。

军队党员干部应当勤学善思，把战争制

胜机理研究透，把制约战斗力提升的瓶

颈问题研究透，加强实战化训练，在真

打实备中锻造素质过硬的胜战尖兵。

强化政治担当，落实改革举措。

习主席指出，能否过好改革大考关，考

验的是党性的“纯度”、忠诚的“硬

度”。强化推进改革的政治担当，必须

以重塑重构的大视野、开新图强的大

担当、舍我其谁的大气魄，坚定不移贯

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决策指

示，高标准完成改革任务。要深刻理

解和把握习主席洞察大势变革图强的

坚强决心、立足全局富国强军的战略

运筹；持续搞好教育引导，突出抓好

“维护核心、听从指挥”主题教育，确保

部队始终一个声音、一个步调，最大限

度凝聚正能量，形成深化改革的强大

合力。作为党员干部，在改革中应有

甘当“铺路石”的境界、争当“过河卒”

的精神和勇当“领头雁”的胸怀，牺牲

奉献面前勇于叫响“我先来”，矛盾困

难面前敢于说出“看我的”，艰巨任务

面前敢喊“跟我上”，以良好心态、积极

姿态、最佳状态投身改革强军实践。

强化政治责任，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习主席指出，从严治党，关键是要

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严肃

党内政治生活，就要从党委班子和领导

干部做起，通过一级抓一级，一级做给

一级看，形成层层传导、节节贯通的“动

车效应”，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要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作为重要

政治任务贯彻落实，自觉维护党中央权

威、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用好批

评和自我批评思想武器，使每个党组织

都成为激浊扬清的战斗堡垒，使每名党

员都成为扶正祛邪的战斗员。纪律规

矩既是高压线，也是“护身符”。因此凡

事要按条令条例办、按规章制度办、按

纪律规矩办；常念“紧箍咒”，常怀敬畏

心，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树好形象，提

振士气，带动部队，把官兵的意志力量

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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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涌而来的河水或山泉，在走投无

路的情况下，勇猛地跳下悬崖，就变成

了李白笔下“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瀑

布。世界上著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中

国的黄果树瀑布、黄河壶口瀑布、庐山

瀑布等，莫不是如此而成就壮观的。

当人们的事业遇到瓶颈踟蹰徘

徊、不知所措之际，也应和瀑布一

样，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舍身一

搏，才可能走出一片新天地，创造波

澜壮阔的人生。当年那些在人生十字

路口面临进退走留选择的人们，正是

拿出了转身的勇气，而在更广阔天地

开辟出人生新境界，创造了令许多人

赞叹的业绩。

奇迹，总是勇敢者创造出来的。当

然，勇敢绝不是鲁莽，“艺高”才能人“胆

大”。

悬崖瀑布——

勇敢者总是创造奇迹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高尚品格的形成，就是不断
坚持思想改造的结果

最近，读一位老知青的回忆文章，其
中提到习主席的一件往事，当年在离开
梁家河到清华大学读书前，他向一位村
民朋友赠送了《毛泽东选集》。书的扉页
上，习主席题赠了一首诗：暴风雨中见雄
鹰，暮色苍茫看劲松。革命烈火识真金，
平凡小事出英雄。“暮色苍茫看劲松”，引
自毛主席 1961 年所作的《七绝》：“暮色
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细细品
读，意境深远：暮色渐渐降临，天地混沌
厚重，万物落寞沉寂，唯有松树轮廓鲜
明、傲然挺立于峻峭的悬崖，用遒劲的枝
干向天空伸展，这是何等的风骨、何等的
气魄和力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松树常用来象
征一种精神，就如陶铸同志在《松树的

风格》中所写的：“我对松树怀有敬意的
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它那种自我牺牲的
精神。你看，松树是用途极广的木材，
并且是很好的造纸原料：松树的叶子可
以提制挥发油；松树的脂液可制松香、
松节油，是很重要的工业原料；松树的
根和枝又是很好的燃料。”归结为一点，
“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这
篇著名散文激励人们学习松树的品格、
传承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弘扬无私奉献
的精神。

鲁迅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
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
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
国的脊梁。”正是那一道道用松树般无私
无畏精神灌注的脊梁，铸成背负一个大

国屹立东方、千年不堕的中流砥柱，凝成
引领一种文明海纳百川、不断前行的意
志信念，化作支撑一个民族不屈不挠、走
向复兴的强大力量。

人的思想是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
反映，反映的过程就是认知事物、总结经
验、探寻规律的过程。高尚品格的形成，
就是不断坚持思想改造的结果。唯有
“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才能永葆
活力与健康，犹如松树挺拔长青的秘诀
在于不分四季地新陈代谢、自我更新。
面对奉献精神、公仆意识的考问，现实中
有三种答案，一种是公权私用、损公肥
私，这是要坚决反对的；一种是先公后
私、公私分明，这是理应做到的；还有一
种是大公无私、公而忘私，这应是要大力

提倡的主流风尚，是共产党人面对事业
兴衰、人心向背、党的存亡这个重大时代
课题理应作出的选择。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陈毅元

帅吟咏松树的诗句可谓妇孺皆知。青松
不惧大雪重压而昂然挺立，源于木质细
腻坚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惧风
浪考验，源于理想信念坚定。一代又一
代共产党人，正是因为拥有对马克思主
义的忠诚信仰，才实现了从“生理生命”
向“精神生命”的升华超越，获得了不可
撼动的政治定力和压倒一切困难的政治
勇气。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考验一点不
比革命战争年代少，更加需要我们像傲
风斗雪的青松那样“挺且直”，传承永远
听党话、铁心跟党走的红色基因。

“乱云飞渡”学劲松
■吴晓荣

习主席指出：“为什么说当官是高

危职业？就是说不仅主动以权谋私不

行，而且要处处防备社会诱惑……咱们

的门神要摆正，大鬼小鬼莫进来。”民间

过年，多有贴门神的习俗，这反映出人

们一种朴素的精神寄托。习主席提出

领导干部要摆正“门神”，重在告诫领导

干部要时刻警觉，祛除心魔邪念，涵养

浩然正气。

我们所说的“门神”，就是党性宗旨

和内心良知。摆正“门神”，拒鬼魅于心

门之外，乃是防身祛病、强身健体的关键

所在。然而面对种种现实考验，也有一

些人摆不正心中“门神”，让心魔成了人

品官德之殇，操守不保，身败名裂，教训

不可谓不深刻、不沉痛。郭伯雄、徐才厚

等罔顾党和人民的信任重托，背弃理想

信念，漠视党纪军规，丧失品德操守，不

守政治规矩、不畏法纪底线、恣意擅权妄

为，在诱惑面前失去了人格，跌入腐败的

深渊，成为人民的罪人。其流毒影响导

致少数领导干部价值追求发生了扭曲，

精神家园打开了缺口，道德品行偏离了

正轨。纵观这些人腐化堕落的人生轨

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都背离了党

性宗旨，丧失了内心良知，以至于鬼魅附

体，利欲熏心，表面得利却隐藏凶险，眼

前风光却埋下祸根。事实证明，法度不

彰纲纪松弛，搞歪门邪道迟早要栽跟头，

坚守正道才能行稳致远。

放眼古今，大凡名垂青史的清明贤

达之士，其品行操守无不让后人“仰之弥

高”。正考父“三命而俯”“ 粥以糊口”，

杨震“四知拒金”、遗清白于子孙，包拯

“不持一砚归”、清廉家训警后人，张伯行

“却赠檄文”“一清二白”，焦裕禄“心中装

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杨业功

家门上书“携礼莫入”等，都因其崇高品

行而为世人传颂，构成了前后相续的价

值图谱，树立起锻造品格的标杆，充盈着

人间正气，闪烁着人格光芒。我们不妨

经常对照自省，以获得心灵洗礼和精神

滋养，练就拒邪念于门外的内功，真正做

到祛贪欲、存正气。

中国人历来强调“正心以为本，修身

以为基”，认为安身立命根本在于修其

身、治其心、养其德。内心净化、志向高

远便力量无穷。如果放纵自己的心魔，

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各种贪欲邪念就

会被聚焦放大，变成烈焰浊浪，最终吞噬

的是一条条鲜活生命，危害的是一个个

幸福家庭，更为严重的是给党和人民的

事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名利的

诱惑，我们必须守住一颗初心，有所为于

崇德修身、存正祛邪，有所不为于追逐名

利、贪婪邪念，守住做人、处事、用权的底

线，守住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守住党和

人民交给自己的政治责任，永葆共产党

人的政治本色。

军队党员领导干部是带兵打仗的，

更要惕厉自儆。把党性作为立身、立

业、立言、立德的基石，时刻用党章党规

党纪束言正行，自觉用共产党员的准则

律己修身，以“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

及”的精神，划清公与私的分界线，吃透

正与邪的辩证法，在行为上明确标准，

把潜规则清理干净。心中要高悬法律

的明镜，手中紧握法纪的戒尺，知晓为

官做事的尺度，始终保持对权力的清

醒，不断强化面对诱惑侵蚀的自控力、

抵制力，严防被人情围猎，被利益绑架，

努力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

五色之惑。要崇德修身，涤荡灵魂、笃

定信仰，立起为民之心，守住为政之本，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摆正心中的“门神”
■白恒昌

●生命里不是任何事情都有
保证的，但命运永远会留给我们
一个自己可以选择的快乐——
读书

“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

态……”这些逸兴湍飞的文字，是徐

霞客1607年 5月 19日写下的第一篇

游记。之后24年间，他“风波浩荡足

吟”，履迹遍及按现在行政区划划分的

19个省市自治区，60余万字的《徐霞

客游记》留在历史与山河之间。

想那数百年之前，一路山高水险、

日日险象环生，说“游记”不如说是探

险记。要问徐霞客“喜态”从何而来，

恰如晚明张潮《幽梦影》所言：“有工夫

读书，谓之福。有学问著述，谓之福。”

徐霞客“走读”万里河山，让“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的文人情怀真正成为人生

设计，如何不谓之福？

旧时劝人读书，总拿“黄金屋”“颜

如玉”之类来说事，这固然有吸引力，

但即便是头悬梁锥刺股了，这些东西

也绝对不是书中“自有”之物。

生命里不是任何事情都有保证

的，但命运永远会留给我们一个自己

可以选择的快乐——读书。马克斯·

韦伯有一个演讲名篇《以学术为业》，

其中“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

才有可能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

美的成就”的断言，至今依然在激励着

献身于科学事业的人们。

那种“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博

学专精令人景仰，但我更欣赏另一种

读书方法，也就是如创立“东方主义”

的学者萨义德所言，读书应“不为利益

或奖赏而动，只为喜爱和不可抹杀的

兴趣”。按照时尚的说法，即便是非专

业人士，也不妨“让读书成为一种生活

方式”。梁启超说：“必须常常生活在

趣味中，生活才有价值。”人生百态，趣

味各异，但读书肯定是一个最简单、最

有益、最可持续的趣味了。

老子一部五千言的《道德经》，已

有100多个版本、1000多个注本，仅英

文译本就有几十种，可谓名满天下。

但他留下的史料却不足以描绘出完整

的人生图景，甚至其生卒年月也模糊

不清。除了年代久远外，我更倾向于

这一种解释：他著书立说只是避乱隐

居时兴之所至的思考，“道”存于心，他

淡定而愉悦地骑牛出关西去。

还有一则掌故让我心神往之：南

宋时，岳麓书院的掌教人张栻与理学

大师朱熹对《中庸》里的一些提法产生

了争议。于是，朱熹骑马从福建前往

长沙，一个多月时间颠簸了1500多公

里路，开始了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

两位大师在岳麓书院执言辩答了

整整三天。很难想象的是，虽说“会

讲”纯粹是枯燥的训诂考据，既无补贴

也没学分，但从四面八方赶去的读书

人却乐在其中，“一时舆马之众，饮水

池立涸”——听众骑去的马把书院门

口池塘里的水都喝干了。

读书如饮水，冷暖自知，不须自证

美名。据说，人类与黑猩猩的基因差

异不超过2%，作为人类超越所有哺乳

动物的这小小差距里，就包含着对知

识自觉的获取和理性支配。换言之，

读书是人类特有的优质基因，也是唯

独人类才能拥有的快乐。

当然，读书永远是“苦乐相生”的，

但每当错过了读书时光之时，我总会

记起俄国诗人勃洛克的提醒：“我们总

是过迟地意识到，奇迹与美丽都曾经

就在我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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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与我有关”，才会树立
主人翁意识，把部队的事当成分内
的事，多一些担当，多一些实干

心理学上有个“旁观者效应”，说
的是对于某一件事，如果是要求一个
人单独完成任务，其责任感往往很强，
会作出积极反应。但如果是要求一个
群体共同完成任务，群体中一些个体
的责任感就会减弱。究其原因，就在
于前者需要独自承担责任，而后者往
往期望别人承担更多责任。这种“责
任分散”现象，实质是一种“与我无关”
思想在作祟，导致人多反而责任得不
到很好落实。
“与我无关”思想的产生，归根结底

是因为责任感缺失。鲁迅曾说：“无穷
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从
中不难感受到他那种强烈的责任感，那
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正是这种精
神，成就了鲁迅的“民族魂”地位。

回顾历史，那些彪炳千秋的人，无
不是敢作敢为、勇于担当、尽职尽责，

时刻把责任放在心上的人。范仲淹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周恩
来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他们
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认为天下
苍生的疾苦与己有关，国家的兴亡与
己有关。所以他们才能立志报国，把
自己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兴衰紧
密联系在一起。

可能一些人觉得，一个单位或者
集体那么多人，不缺我一个。但一粒
沙虽微，却能聚沙成塔；一兵一卒虽
小，“过河卒子”照样能顶大用。世事
变化、国家兴衰、民族富强，其实都
与我们每个人的行动和付出息息相关。

当前，投身强军兴军新征程，尤需
摒弃那种“与我无关”、袖手旁观的心
态与做法，多一些“与我有关”。认为
“与我有关”，才会树立主人翁意识，把
部队的事当成分内的事，多一些担当，
多一些实干，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守
好自己的岗位，尽好自己的职责。只
有人人都进入角色，扛起所应肩负的
使命，才能确保战斗力链条上的每一
环都发挥好作用，才能把各项改革措
施落细落实，推动部队各项建设稳步
向前发展。

应该多些“与我有关”
■倪绍徐 张 航

●我们所说的“门神”，就是党
性宗旨和内心良知。摆正“门神”，
拒鬼魅于心门之外，乃是防身祛病、
强身健体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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