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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新闻说修养

军人，靠什么赢得全社会尊崇

“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维
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
社会尊崇的职业。”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对军人职业这一新的定位，在军内军
外引起关注，在网上网下引发热议。然
而静思之，要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有良好外因固然重要，但起决定性作
用的还是内因，要靠全体官兵人人拿
出应有的担当、以过硬的表现来赢得
认可、赢得尊崇。

在砥砺忠诚上有担当。天下至德，
莫大于忠。忠诚是做人做事第一位的
素质。新时代革命军人赢得全社会尊
崇，首先就要不忘初心，把忠诚刻进骨
子里，融入血脉中，做到忠于党、忠于
社会主义、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方志
敏在《清贫》中讲：“清贫，洁白朴素的
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
困难的地方。”砥砺忠诚，就要守住洁

白朴素，抵御各种诱惑，在大是大非问
题上头脑清醒，立场坚定，用“贲於外”
的过硬表现，证明“盛於内”的丹心向
党，锻造让党和人民放心的忠诚品质，
不负“人民子弟兵”称号。

在练兵备战上有担当。习主席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绝不
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
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
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维护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人民军队的神
圣使命，也是军人赢得尊崇的最起码
条件。正像一位外交官所言，军人在战
场拿不到的东西，不要指望能用嘴巴
拿回来。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不
能打胜仗，军队就失去了存在价值，受
全社会尊崇也无从谈起。所以，拿到战
场上想要的东西、担负起与之相匹配
的职责使命，就是要围绕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突出“能打胜仗”这一强
军之要，牢牢把握“胜任胜战”的能力
指向，练就“打败一切来犯之敌”的
本领，锻造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在正风塑形上有担当。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主席作为军队统帅，高度关
注传统、关心军队、关爱官兵，号召大
力弘扬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提振了民族的崇军尚武精神，为军
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奠定了坚
实基础。然而要想真正赢得全社会尊
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多事情

要做。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提升
包括严明军纪、作风形象在内的“软实
力”。锻造过硬作风、培塑良好形象，对
于人民军队而言，就是要践行党和军
队的根本宗旨，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血肉联
系，在人民群众需要之时挺身而出，筑
起“新的长城”；对于革命军人而言，就
是要人人树形象，处处见行动，平常时
候站得出来，关键时刻豁得出去，用

“最美逆行”体现军人的担当，用“不要
怕，有我在”诠释军人的勇敢，用“不拿
群众一针一线”标注军人的作风。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需要全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更需要新
时代革命军人自觉接好历史“接力
棒”，在“岗位显忠诚、战位砺精兵、处
处树形象”中锻造过硬素质，用你我的
出彩，赢得人民群众的喝彩，受到社会
的尊崇。

（作者单位：武警亳州市支队）

拿出赢得尊崇的担当
■张建明

一个人立身处世，若想人前受尊
崇，还得人后以自强。先哲老子曾经说
过：“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
自胜者强。”对于新时代革命军人来说，
要赢得全社会尊崇，同样必须做到让人
尊之有基、崇之有据，通过不断提升自
身实力，厚积赢得尊崇的底气。

这种底气，源自德的培塑。人育
成材、德育成仁，有德之师必有正气、
必受敬重。从提出军队“为人民服务”
开始，人民军队成长壮大之路同时也
是践行宗旨、育德树形之路。听党指
挥是德之本，牺牲奉献是德之要，服
务人民是德之行。现阶段当务之急，

就是要着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培育，着力于“兵之初”，紧随于“兵
之行”，大力营造重德尚德的育人环
境。如此久久立之，正德则尊崇自来。

这种底气，源自操守的强化。任何
一个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操守准则，军
人恪守职业操守准则，干好本职工作，
才有受尊崇的资本。当前，深化国防和
军队改革正有序推进，军官职业化离我
们越来越近。职业化对军人职业操守提
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强化军人职业操
守，就是要强化能打仗的本领和打胜仗
的素质，在和平环境下，通过执行抢险
救灾、维稳执勤、维和护航等非战争军

事行动来展军力、显军威；就是要发扬
工匠精神，做到业务通、技术精、能力
强、本领硬，以敬业奉献赢得人民群众
的真心拥护与赞扬。如此久久为之，尽
责则尊崇自来。

这种底气，源自形象的树立。每次
阅兵，军人总能收获社会各界的赞誉。
从中不难看出军人形象的重要性。军人
形象连着国家民族，反映国威军威，这
种形象树得好，尊崇的声音自然会多起
来。当前，需要着力提升军人形象的社
会认可度，让军人的威武文明形象既出
现在电视里、新闻上，更体现在每一名
军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真正做

到言行有军样、举止有军威。如此久久
塑之，形立则尊崇自来。

这种底气，源自治军的严格。令严
方可肃军威，命重始足整纲纪。历史上，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孙武练兵，军令
如山，违令者，即使王妃亦可杀；岳飞治
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赢得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威名。我党我
军老一辈将领治军带兵，无不是身为
先、严为范。治军严，方能令从而威生。
习主席多次强调要依法治军、从严治
军，真正把管理正规化、制度常态化、纪
律严格化落实到日常工作生活的点滴，
做到令出则必行，纪立则必遵。如此久
久行之，治严则尊崇自来。

总之，要“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
的职业”，对军人自身而言，就得做到正
德、尽责、形立、治严，以威武之师、文明
之师、胜利之师的形象赢得人民群众称
赞，让人民群众的尊崇源自真情、发自
内心。

（作者单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

厚积赢得尊崇的底气
■许庆明

一代军人有一代军人的样子，一
代军人有一代军人的风采。人民军队
之所以能够血脉赓续、获得人民群众
的认可和信赖，是因为每一代军人都
用自己的样子感染人民群众，赢得不
同时代的社会尊崇。新时代革命军人
的样子就是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
有品德。这四个方面既描摹出新时代
革命军人的“标准像”，也指明了军人
赢得社会尊崇的方法路径。

立 好 样 子 ，就 要 培 塑 灵 魂“ 补
钙”。灵魂是统领，是根本，信念历久
而弥坚、觉悟纯粹而高尚，方能挺起
革命军人的精神脊梁。革命军人为灵
魂“补钙”，最根本的是树立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坚持用党的理论特别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扎牢信仰信念的根基。要自觉
树牢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做到党有号召我有行动，
时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激昂为投身伟
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而奋斗的革命
豪情，真正以如磐信仰、赤诚信念铸
就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精神丰碑。

立好样子，就要砥砺本事“升级”。
能打胜仗是军人价值实现的最终目
的，胜利是对军人的最高褒奖。“养兵
千日，用兵一时”，革命军人真正把心
思和精力用在钻研打仗上，尽到当兵
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的责任和义

务，才能以过硬底气接受党和人民检
验。新时代，新使命，要求每名军人必
须立足自身岗位和专业，砥砺本事，实
现“升级”目标。做到本事过硬，就得不
断超越自我。做好这一点，就得有干一
行爱一行、干什么钻什么的劲头，绝不
一般化地干工作、不干一般化的工作，
不断以过硬的能力储备，练就敢打必
胜、一剑封喉的真本事，换来人民群众
的认可和称道。

立好样子，就要常给血性“淬火”。
自古军旅多艰险，从来为武少安闲。作
为新时代革命军人，不管是今日练兵
备战，还是明天投身战场，都要拿出狭
路相逢勇者胜的血性胆气、高扬甘洒
热血为胜利的斗志豪情，“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勇敢地去战胜一个个顽
敌、闯过一道道难关，实现对胜利的追
求。革命军人的血性，不唯战场上闪
耀，也可以在是与非、正与邪、美与丑
的较量中闪光。当党和国家的尊严遭
到侵犯、人民的利益遇到侵害、社会正
义受到践踏，有血性的革命军人必定
会挺身而出，坚决斗争。唯有如此，才
能赢得人民信任和社会尊崇。

立 好 样 子 ，就 要 重 视 品 德“ 提
纯”。品德是立身做人的基本准则，也
是干事创业的重要基础，更是保持本
色、立好样子的根本保证。新时代革
命军人理应在自觉维护和践行社会
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
上走在全社会前列。通过模范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向上向善的
追求，坚守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道
德高地。要见贤思齐，多向强军实践
中涌现出的英雄模范学习，多向身边
先进典型学习，不断完善自身，在品
德操守上加强正能量辐射，赢得人民
群众发自肺腑的点赞。

（作者单位：火箭军某部）

立好样子方能受尊崇
■姜京连

●在宏大工程中，每一颗铆
钉作用都不能忽略；在伟大事业
中，每一个工作岗位都非常重要

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
桥，已经度过了它 60周岁生日。今年
对大桥的一份“体检报告”显示，2.4万
多吨的钢梁无弯曲变形，八个桥墩表
面无一裂纹，100多万颗铆钉无一松
动。曾参加武汉长江大桥建设的一位
老工人说：“当年，我就是为大桥铆铆
钉的，为了确保工程质量，我把自己也
变成了一颗铆钉，废寝忘食，精益求
精，与大桥紧紧地铆在了一起。”

一颗铆钉看似不起眼，然而，千万
颗铆钉聚合在一起，就能支撑起钢铁
巨人。当年建桥工人师傅把自己比作
铆钉，牢牢地铆在大桥上，体现的正是
一种对国家高度负责的主人翁精神，
一种对工作精益求精的“零差错”精
神，一种把自己融入事业的奉献精神。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同样需要大力弘
扬这种“铆钉精神”，把自己紧紧铆在
党和人民的事业上，做一颗永不松动
的铆钉。

保持一种坚持到底的“傻劲”。当
年，雷锋被人称为“傻子”，他却说，我
愿做革命的“傻子”。这股“傻劲”，体现
了“计利当计天下利”的精神境界、“咬
定青山不放松”的人生定力。无论革
命、建设还是改革时期，都有一批又一
批这样的“傻子”，他们坚持原则“一根
筋”，干事创业“一股劲”，乐于吃苦吃
亏，不计较个人得失，最终成就了事
业、感染了世人。在“乱花渐欲迷人眼”
的当下，更加需要我们有一种抵御各
种诱惑考验的定力、一种不达目的不
罢休的执著，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保持一种不怕困难的“闯劲”。雷
锋甘做革命的螺丝钉，他把这种精神
概括为“挤”和“钻”。困难面前就是要
有“挤”和“钻”的“闯劲”。学习“铆钉精
神”，就要不怕困难，勇于担当，“明知
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们一路披荆斩棘，改革成绩巨
大，与此同时，各种难啃的硬骨头也横
亘于前。没有遇难不避、遇险不惊、勇
于开拓的精神，就啃不下这些硬骨头。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只有始终对党
和人民的事业充满激情，始终保持奋
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才能
趁势而为，闯关夺隘，不断夺取新胜
利，开辟事业的新境界。

保持一种精益求精的“细劲”。曾
参加武汉长江大桥建设的中铁大桥局
原副总工程师刘长元回忆，当年对大
桥铆钉的施工精度要求非常高，铆钉

铆合后，检查人员拿着小锤一颗一颗
地检查，不达标的就铲掉重铆，最后误
差只有零点几毫米。“尽小者大，慎微
者著”，在为事业的奋斗中，最要紧的
是胸怀大目标，干好眼前活，切实重小
处、重细行、重微末，每一件工作都力
求做到精准、精细、精湛，以细求实、以
质取胜，在小事小节中涵养大境界，以
无数个小胜积累铸就大辉煌。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在
宏大工程中，每一颗铆钉作用都不能
忽略；在伟大事业中，每一个工作岗
位都非常重要。党的十九大描绘了宏
伟蓝图，为每个人施展才华、报效国
家提供了广阔舞台。让我们从一颗普
通的铆钉做起吧，把自己紧紧铆在党
和人民的事业上，永不松动、持久发
力，用千千万万个体的微薄之力支撑
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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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和
全体党员必须遵循的总规矩，熟知
党章内容应是对每名共产党员的基
本要求。然而如果要问，你能不能
一字不落地背出入党誓词？一条不
落地说出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恐怕
不是人人都敢拍胸脯说“能”。

《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
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
文言。读易，韦编三绝。”说的是孔
子反复读《易经》很是勤奋刻苦，以
至于编连竹简的熟牛皮绳都断了多
次。共产党员学习党章，也应该具备
孔子学《易经》的这种精神，做到不
厌百回读。

有意义的重复，多少次都不嫌

多。一部党章，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提
纯思想、修炼品行的法典，就是每名
共产党员坚定信念、强化党性的遵
循。党章印在纸上很薄，也许，以正
常阅读速度一个小时就可以读完，但
一遍读完是远远不够的。反复学，用
心读，就是每名共产党员必须要做的
有意义重复。不厌百回读，就是要沉
下心、定住神，原原本本学习党章、逐
条逐句通读党章，在一遍遍重复学习
中把党的纲领、党的宗旨、党的纪律、
党员的权利和义务等深深烙印于心，
不断强化党的意识、党员意识和宗旨
意识，从而更加自觉地尊崇党章、遵
守党章、维护党章、践行党章，以模
范行动做一名合格共产党员。

党章不厌百回读
■孙 坤 曾 媛

星火小集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这句话，生动体现了党和
国家对军人的关怀、对军人履行职能使命的肯定与期待，一经提出就让广大官兵倍感温
暖，倍受鼓舞。实现“全社会尊崇”要靠全社会努力，但最根本的还在于军人自身。肩负着
使命重托，新时代革命军人应该怎样壮大实力、增强素质，在新征程上延续先辈荣光，赢
得全社会尊崇？本期“修养视点”邀请三位部队作者就这一话题作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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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灯因理想而点燃，生命之舟因奋斗而前行。
郭 蒙 图/文

生活画语

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回顾
五年成就时指出：“党在革命性锻造中
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
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
保证。”在革命性锻造中强党兴党，不仅
是党的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党员加强
党性修养、锤炼政治品格的必由之路。
在革命性锻造中锤炼党性，每名党员都
应把它当成一门必修课。

我们党是一个具有自我革命精神的
政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在学习中清脑
明目，到在整风整改中净心提纯；从在批
评和自我批评中红脸出汗，到在接受监

督中自我革新；从在“两个务必”“八项规
定”中严正风气，到在承诺践诺中锻造提
高；从清瘴祛毒纯净思想，到“打虎”“拍
蝇”“猎狐”纯洁组织……一轮轮实践的
磨砺淬炼，党员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愈
加彰显。

“心底无私天地宽”。我们党之所以
能够永葆生机和活力，广大党员干部之
所以能够刀口向内，根本原因在于我们
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坚持党的
事业第一、人民利益至上。在党和人民利
益面前，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没有
任何藏着掖着、不可示人的东西。实践充

分证明，只有不断加强自我净化、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有缺点克服缺
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
错误，才能更好地提高当好公仆、服务人
民的能力和水平。

习主席指出：“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
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必须在严格的党
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在市场经济迅
猛发展、对外开放日益深化、多元思想文
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剧烈的形势下，党员
干部面临的风险考验、诱惑干扰日益增
多。不加强自我革命，就会有被淘汰的危
险。着力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

力、抵腐定力，始终保持惕厉自警的精神
状态和自我革命的修养标准，加强党性锻
炼，坚守初心初衷，尤为紧迫。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在革命性锻
造中锤炼党性，首在坚定理想信念，补足
精神之钙，强固思想之基，守好共产党人
的精神高地。还要加强党章党规学习，在
党内政治生活中照镜子、正衣冠，坚持不
懈地同自身存在的问题作斗争。特别是
领导干部，更要坚持以上率下，经常对照
党章党规审视检查自己，涤荡思想上的
尘埃污垢，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锤炼
自己，不断给党的事业注入活力。

在革命性锻造中锤炼党性
■陈东恒

谈 心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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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锤炼
自己，不断给党的事业注入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