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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

当看到同胞们挥舞着国旗，流着热

泪喊着“舰来了，我们的舰来了”时；

当看到舰长下达命令，说出“我们就是

让恐怖组织知道，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伤

害”的坚定话语时；当看到“火蓝刀

锋”密切配合、历经生死，在异国他乡

将同胞成功解救时，影院里、网络上，

一个观影体会在国人心中久久激荡、澎

湃发酵——自豪生在中华家。

报国情怀最动人。同样的题材，

同样的背景，《红海行动》 还会像

《战狼 2》 那么火吗？春节档期，当

人们为 《红海行动》 的票房捏一把

汗时，《红海行动》不仅获得影评最

高分，还一路逆袭，用丝毫不逊于

好莱坞大片的视觉效果和叙事方

式，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军人不辱

使命的血性担当。报国热忱、为民

牺牲，在强烈的共鸣中，人们庆幸

再次触摸到了中国军人的精神高度。

“根据真实故事改编。”有网友

说，“片尾出现的这 8个字重如千

钧。”2015年，沙特、埃及等国组成

国际联军发动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

行动，也门全城战火连绵，硝烟弥

漫。受领撤侨任务的中国海军编队

各舰连续作战，先后辗转 3国 4港 1

岛，分5批将613名中国同胞和15个

国家的279名外国公民安全撤离战火

纷飞的危险之地。其中，在 《红海

行动》中出镜的临沂舰，9天时间里

在炮火密集的交战区三进三出，和

其他军舰协同将身处战乱中的同胞

安全护送至亚丁湾畔的吉布提。脱

离险境的同胞感慨，无论置身何

处，都能体会到做一个中国人的尊

严和骄傲，“国家和军队给了我们一

张无价的船票”。

“8名中国军队的特战精英冒死去

营救一个人值不值？”其实，中国军人

已经用无数次的行动，给了网上这个

问题一个答案。九八抗洪、汶川地

震……一个个穿着迷彩绿的“最美逆

袭”告诉人们，人民军队为人民，中

国军人的头脑里没有“加减乘除”，也

不是电影里的“不死系列的光环英

雄”。没有人天生不怕死，但正如《红

海行动》中狙击手顾顺所说的，“战场

上，子弹是躲不掉的”。既然选择走上

战场，就不能懦弱地躲在掩体后面。

迎着子弹和对手死磕，既是捍卫国家

和人民，更重要的，也是捍卫职业的

操守，是捍卫初心和信念。

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

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作为军事题材的主

旋律电影，《红海行动》的火爆还启示

我们，社会上对英雄和军人的崇敬和向

往从未远去，中华儿女对祖国的深爱和

赤诚从未淡化。不是社会拒绝崇高，而

是不喜欢正襟危坐的空洞说教；不是主

旋律的东西没有市场，而是缺少真正走

心用心贴心的作品。

一支大国军队眼中的边疆不应是

传统的领土边疆，而应该是利益边

疆。一个正在崛起的负责任大国，注

定要担起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稳

定的责任。如今，中国军队参与国际

和平与安全事务的领域之广、力度之

大前所未有。《红海行动》中所展现出

的中国军队义务撤离外国公民，以及

主动消除“脏弹”威胁的情节，正是

对当下中国军人维护世界和平的有力

再现。

电影的最后，出现了这样一行字

幕：“这里是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重复，请立即离开！”回顾历史，西汉

用近两个世纪的励精图治，才换来对

侵略者的“虽远必诛”。今天，随着国

家日益发展，军队日益强大，《红海行

动》中“蛟龙”突击队所展现的“勇

者无惧，强者无敌”的决心意志，必

定成为大国军队的战斗宣言——人不

犯我，我不犯人。如果侵犯到国家利

益、人民安危，我们也绝不含糊，“虽

远必诛”！

（作者单位：空军工程大学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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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犹如一粒火种，一经播撒，便

点燃真理之光，穿透星夜，照亮征程。

有这样一本书，毛泽东说他看了不

下100遍，邓小平说它是自己的入门老

师，习主席说如果觉得心里不踏实，就

多看它几遍……

这本书叫《共产党宣言》，问世170

年来，它被翻译成200多种文字，出版了

数千个版本，是所有社会主义文献中传

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被称为

共产党人的“圣经”。

1848年2月21日，当《共产党宣言》

第一次在伦敦出版时，人们惊讶地发

现，尽管它的两名起草者卡尔·马克思

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分别只有30岁和

28岁，但他们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却很

老到：彻底严密的理论逻辑、富有激情

的文字表述，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

会主义理论。作为人类思想史上一次

“壮丽的日出”，《共产党宣言》的出版，

标志着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标

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标志着无产阶

级革命从此有了强大的行动指南。

《共产党宣言》来到中国有点“姗姗来

迟”。1899年，英国人李提摩太在上海的

《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大同学》文章中，首

次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并介绍了《共产党

宣言》的部分思想观点。3年后，梁启超在

《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对马克思

及其学说作了简要介绍。1903年，上海

广智书局出版了《近世社会主义》，书中多

次提到《共产党宣言》并称其为“一大雄

篇”。5年后，《天义报》才第一次刊发《共

产党宣言》第一章的中文译本。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

本，是陈望道在 1920年 4月完成的。

当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在上海正式公开出版后就被抢购，初

版时的1000册和次月再版时的1000册

都很快销售一空。到 1926年 5月，陈

望道中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已重印17

版。后来，国民党把《共产党宣言》列

为“禁书”不准再版。正是在《共产党

宣言》的影响下，1920年8月，陈独秀、

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在上海正式组

成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并于当年 11月

制定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的文

件。《中国共产党宣言》虽然只有两千

多字，但转述和阐释了《共产党宣言》

的基本思想，尤其是宣告要成立中国

共产党，通过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劳

苦大众，开展阶级斗争。

也正是从那时起，以毛泽东为杰出

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通过接触和阅读

《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开始了自己世界观的重要转变，逐步建

立起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

信仰，并以此作为改造国家和拯救民族

“唯一的制胜方法”。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作为我党

初心的理论源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经

典著作，我党历来强调对《共产党宣言》

要反复学、经常学，以理论清醒促行动

自觉。194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

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党的高级干部

理论学习要从《共产党宣言》读起。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号召全党

学习5本马列著作，《共产党宣言》被列

为首位。1970年，毛泽东在号召党内外

干部和群众学习的6本马列著作中，放

在首位的仍是《共产党宣言》。

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

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对于

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

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对《共产

党宣言》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我党历

来注重其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

才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指导党和人民

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伟大实

践的历史性成就。

《共产党宣言》不是博物馆里的文

物，而是能使世界重新沸腾起来的

“碳”。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

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证明《共产

党宣言》仍具有强大生命力。有外电评

论说，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

的当代践行者。将视线投向未来，人们

坚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必将指引中国人民书写新的光辉

历史。

真理之光照亮新时代
■张宇辰

前几天，我应邀参加一个单位的

新年工作动员，听一位领导干部给群

众讲话。面对数千名员工，他慷慨陈

词：“新的一年，我们要切实做到‘四

学’‘两做’‘三确保’，严格履行‘五重

三大’工作程序，要守住初心、明确信

心、坚定决心……”当我听得已经犯晕

的时候，他这些云里雾里的话还没有

讲完。

讲话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也是

推动工作的重要方法。然而，有的领

导讲起话来官腔十足，全是些“不打粮

食”、不接地气的空话套话。比如，有

这么一位县委书记，到农村给老百姓

谈庄稼种植，开口闭口讲什么“互联

网+”，讲什么“供给侧改革”，弄得大家

齐声抱怨：“别整这些没用的好吗？我

们可是种地吃饭的庄稼人。”

话风是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和水

平的体现，关系党的形象和威信。前

些年，一个国际城市论坛在我国南方

某城市召开，面对来自世界多国的市

长们，我们的个别领导一上台，先讲一

大段“在什么关怀下，在什么形势下，

迎来了什么盛大会议召开……”让这

些外国市长听得莫名其妙，委婉地向

会议组织者建议：“多来点儿具体实

在的啊，我们是来取经的。”

无独有偶，某外交官曾在人民日

报发表过一篇文章，批评国内有的代

表团到法国招商，面对法国听众，一上

台不说生意、合作上的事，而是先从天

气、历史等离题万里的事情说起：“在

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来到了风

景旖旎的巴黎。巴黎人民具有优良的

革命传统……”好不容易切入正题了，

又是一大篇套话。

毛泽东同志最反对那些冗长乏味

的报告，反对那些官腔官调的文章，把

它们斥为党八股痛加挞伐。现在，我

们个别干部一讲话还能看到党八股的

影子，总要弄个大“一二三”小“一二

三”，强调“几个必须”“几个重要”。苦

的是台下听讲话的人，他们有的如坐

针毡，有的哈欠连天。可是，我们见过

对听会睡觉的人进行惩罚和曝光，很

少见过对那些作催眠报告的人进行查

处和棒喝。

在上甘岭战役打得最惨烈的时

候，秦基伟将军一次与固守在上甘岭

坑道的部队通话。为鼓舞士气，他拿

起话筒先表示慰问：“请转告坑道坚守

的同志们，军党委和军首长以及所有

后方的领导很惦记你们……”秦基伟

话还没说完，电话兵在那头大声说：

“拣最要紧的先说吧，先下命令吧，耽

搁下去要死人的！”多年以后，秦基伟

回忆这件事还说，那个电话兵做得对，

战场上能一句话说完就不分两句，那

是要死人的。

血与火的战场上，每一次讲话、每

一个命令，都可能事关战场胜负。只

有真正转变话风、文风、会风，彻底与

形式主义、假大空虚、繁文缛节那一套

决裂，像打仗那样、按打仗需要讲话行

文，才能在未来战场上多一些胜算。

多捞点儿干货讲
■陈先义

作家陈四益曾写过这样一则寓言：

奇智国向臣民求计兴邦，一时间臣民踊

跃，得计累万。于是以白绫裹之，黄绢包

之，红条束之，悬于勤政殿，朝夕瞻仰，曰：

“有奇计累万，邦可兴也。”如是求计数年，

计愈多，而民之情愈冷、思愈竭，然国犹如

是，民犹如是，计亦犹悬如是也。这则寓

言告诉我们，只有征集意见的“上篇文

章”，而鲜见落实的“下篇文章”，“金点子”

用不到点上，不但会挫伤官兵建言献策

的积极性，也会迟滞部队建设的步伐。

不少单位，为调动官兵建言献策的积

极性，专门开展“金点子”征集活动，或者设

立“金点子”奖，收到了很大成效。然而，个

别单位在征求意见前，大张旗鼓地宣传，

摆出一副集纳众智、开门纳谏的姿态，可

是意见征集后像叶公好龙那样，要么把

“金点子”束之高阁，要么看不到“金点子”

的价值所在。如此只打雷不下雨，结果只

能是“计愈多，而民之情愈冷、思愈竭”。

好点子，金不换。“金点子”来自于

广大官兵，往往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

的结晶，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成果，

是上情与下情相交融的产物。基层官

兵身处部队训练执勤一线，对破解影

响制约部队建设的难题也最有发言

权。制度规定是否合理，发展规划可

否完善，棘手难题能否解决，坐在办公

室里苦思冥想往往不如请教一下基层

官兵。“金点子”里面包含着官兵的想

法和办法，蕴藏着官兵的真知和真

招。“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

所为，则无不成也。”对于“金点子”，如

果运用得当，则如一招妙棋，走活全

盘；如果束之高阁，则如无果之花，难

见尺寸之功。

用在点上、落到实处的点子才是

“金点子”。对于领导和机关干部来

说，善用主意比善出主意更为重要。

要让“金点子”变成推动建设、解决问

题的“金钥匙”，需要领导和机关干部

具备慧眼识金的本领，善于从“公说公

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众多意见中披沙

拣金，去伪存真，积极主动发现“金点

子”、检验“金点子”、修正“金点子”。

同时，还应完善建言献策反馈机制，对

基层官兵的“金点子”，哪些立办，哪些

暂缓，哪些需要继续论证，进展和效果

如何，应通过网络或其他渠道公之于

众、接受监督，努力让更多的“金点子”

落地生金。

（作者单位：湖南省军区常德军分区）

让“金点子”变成“金钥匙”
■董 亮

朝华之草，戒旦零落；松柏之茂，隆

冬不衰。

“向雷锋同志学习”，是毛泽东同志

于1963年3月5日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号

召，至今已55周年。

55载，弹指一挥；55载，英魂永驻。

“铁心跟党、绝对忠诚的坚贞信念，

爱岗敬业、献身使命的责任担当，锐意

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胸怀大局、

公而忘私的崇高品格”……

经过时间淘洗、岁月沉淀，经过赓续

融合、重塑升华，雷锋精神超越了时空、

超越了国度、超越了信仰，影响和感召着

一座城市、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世界。

55年的时间里，雷锋精神完成了一种

文化的生成与构建，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一面精神旗帜，成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符号，成为亿

万中国人民心中一座巍峨的道德丰碑。

“你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奋斗在

你为之奋斗的事业中。”雷锋精神穿越峥

嵘岁月的浩荡洪流，春风化雨、温润人心；

历经建设年代的火热浪潮，融入时代、风

华正茂；激荡改革开放的时代风云，活力

无限、熠熠生辉。

“美德就像花儿一样，开在哪里，哪

里就一片芬芳。”没有哪一种生命比活在

人们的心中更长久，没有哪一种精神比

长存于人们的行为中更永恒。雷锋和雷

锋精神，抵达了这个高度，也拓展了这个

宽度，更蓄积了这个厚度。

正如一首赞颂雷锋的诗所写：“浸透

着黑白照片的气质，干净、灿烂，令人回

味。”正如一首吟颂雷锋的歌所唱：“让我

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

收获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

如今，我们迈进了新时代，踏上了

新征程。

最大气磅礴的书写，源于精神；最振奋

人心的变化，始自内心。新时代之“新”，不

仅新在物质形态，更新在精神状态。

“大凡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

特别空气。”雷锋精神，正是一个新时代

的“特别空气”，清新怡人，愉悦身心，怡

养灵魂，滋养军魂，涵养国魂。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精神力量的

哺养；一支军队的强大，离不开精神力

量的熔铸；一个民族的复兴，离不开精

神力量的支撑。

过去我们“站起来”，从落后到奋

起，需要雷锋精神凝聚力量；“富起来”，

从贫困到富裕，需要雷锋精神滋润人

心。今天我们“强起来”，从崛起到复

兴，更加需要雷锋精神润德塑形、固本

培元。

“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

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

才能够冲过去的。”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哲

言，也许是对当下最好的注解。

迈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进入乘风破浪的“飞跃期”，中华民族迎

来伟大复兴的“关键期”，中国共产党带领

人民迈入又一个“创业期”。

踏上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

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还有

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

“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

迎接新挑战，“香风毒雾”的侵蚀、

“糖衣炮弹”的袭击、“和平积弊”的浸染，

举旗与砍旗的交锋、固根与拔根的较量、

铸魂与蛀魂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歇。

雷锋精神，凝结着崇高的价值追

求，积蓄起强大的思想动能，可以筑牢

一个民族伟大复兴的雄厚根基，可以提

升一个国家走向强盛的精神高度，可以

燃亮亿万国人砥砺奋进的梦想火炬。

全面小康、中国梦、强军梦……新

时代的中国，中国的新时代，迫切需要

我们以雷锋精神为标杆，为灵魂“补

钙”、为品德“提纯”、为本领“淬火”、为

使命“燃烧”，在复兴之路上披荆斩棘，

扬得胜之旗，结必胜之果。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担当，更

是一种使命。

“传统不是炉灰，而是热情火焰的传

递。”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如何让雷锋精

神与新时代同行同步，直达人们灵魂深

处的制高点，并不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

光彩与光芒，需要我们用实际行动来回

答。

“正确的道路是这样的，吸收你的

前辈所做的一切，然后再往前走。”既把

心灵贴近雷锋精神那无比强大的磁场，

感悟其超越时空的强劲力量，更紧扣时

代脉搏，赋予丰富内涵，培塑崇高信仰，

砥砺意志品格，方能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使文明之举长存，道德之树常青。

“你不是太阳，但你可以发出比太

阳更温暖的光！”人民，永远铭记雷锋；

时代，永远需要雷锋。因为，在每个人

的内心深处，那份令人类成其为人类的

高尚情怀，始终不曾睡去。

雷锋，永远是爱，是善，是希望，是

梦想，是人间四月暖，是世上艳阳天。

标绘时代前行的精神坐标
—写在毛泽东同志“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55周年之际

■张顺亮

长城瞭望 八一时评

长城论坛

玉渊潭

基层心声

据报道，某营长走马上任后，因为
情况不熟悉，对每天摆在餐桌上的辣
酱、小咸菜、果盘等“三件套”习以为
常。这一特殊待遇却引发战士们的反
感，甚至伤害到了官兵关系。旅领导发
现后，责令其及时进行整改。营党委举
一反三，不但取消了“三件套”，而且要

求营连干部分散与战士同桌就餐。
这正是：
餐桌调味引反感，

兵眼岂容沙子钻。

蚁穴溃堤是镜鉴，

有盐无盐同咸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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