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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传统话修养

●党性修养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那种“自我感觉
良好”的心态，那种认为自我改造
“完成了”、党性修养“到顶了”的
想法，都是错误的、有害的

●贪一滴，占一点，点点滴滴
是深渊；留份白，留份清，清清白
白在人间

“德”是道德、品行，是人类在社会

实践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得”是得到、

收获，是付诸劳动后的价值馈赠。“德”

与“得”两字同音，休戚相关。《礼记》中

说：“德者，得也。”就点明了这层因果

关系：德是因，得是果，有“德”方能有

所“得”。

世事纷扰，人生在世，都期望有所

“得”。有人期望得到权力，有人期望

得到名誉，有人期望得到财富……殊

不知，无“德”则不可能有大“得”。古

人认为德行操守是用好权力、获得民

众拥护最重要的条件。“天不可信，我

道惟宁王德延……惟王其疾敬德，王

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而君主失德，就

会丧失政权，夏桀、商纣坐失天下，正

缘于德不配位。其德既显，其名自

彰。纵观古今，英名长存、流芳百世

的，莫不是道德高尚、品优行正之人。

远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范仲淹，“自奉简陋，每天只用青菜

佐食”的“清官第一”于成龙，近有焦裕

禄、雷锋、杨业功、廖俊波等先进人物，

都是勤于修德、以德立身的贤者。财

富的积累，同样也是注重“小胜在智，

大胜在德”，讲究以德为本，以义为先，

以义聚利。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从来

没有哪一个缺德的经营者可以做得长

久，只有优秀的品德、良好的信誉才能

赢得顾客的青睐，获得对手的尊重，取

得长足的发展。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总有人目光

短浅、急功近利，不修德而盲目追求

有所“得”。有人以权谋私，有人损

公肥私，有人损人利己，将自己所

“得”建立在投机钻营、损害社会和

他人利益之上。这种缺德之“得”，

也许会风光一阵，得利一时，但终究

不会长久。德孤必失邻，德丧必害

国，德泯必亡命，贪官墨吏奸商，会

受到道德与舆论的谴责和唾弃，终将

受到法纪的制裁和惩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

享乐主义思潮的侵蚀，金钱物欲的诱

惑，为人为官，尤需注重品德修养，

时时净化思想，反省自身，防微杜

渐，积德润德。“毛毛细雨湿衣裳，

点点私心毁名节”。道德的修养是一

个点滴积累，由量变达到质变的过

程。我们要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水

平，同样要有一种积小善成大德的精

神，勤于修养，时时内省，化道德之

心为善良之行。贪一滴，占一点，点

点滴滴是深渊；留份白，留份清，清

清白白在人间。

德茂荣方渐，仁深瑞必呈。只要

勤于修德，人生于你必有所“得”。

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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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性修养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是

成为一名合格党员的必由之路。周恩来

同志以信仰之忠诚、奋斗之坚定、品德之

纯粹、人格之伟岸、功勋之卓著，如巍巍

丰碑屹立在天地间，更屹立在人们心

中。如果说，建造一座宏伟大厦离不开

普通的石子、沙粒，那么铸造周恩来这座

丰碑的石子、沙粒就是日常的点滴修

养。这一点，从他的《我的修养要则》中

得到充分体现。

1943年3月18日，周恩来同志在他

45岁生日这天，写下了著名的《我的修养

要则》——“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

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

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

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

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

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

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地发扬自

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六、

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

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

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

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周恩来同志70多年前写的这份《我

的修养要则》，最大的特点是“严”而“实”，

将党性修养的要求渗透到学习、工作、社

会交往、日常生活之中，体现了一个真正

的马克思主义者高度的历史自觉，体现了

严于律己、自我革命的精神，闪耀着真理

和人格的光芒。更难能可贵的是，周恩来

同志一生始终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成为弘扬党的优良

传统和作风的杰出楷模。

党性修养要“严”，就是要坚持高标

准，始终以党章为遵循，以党员标准为对

照，自觉为了党和人民，坚持好的，改正

错的。周恩来同志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

气一样不可或缺，面对不同的时代任务

和时代要求，总是以自我革命精神迎接

新的挑战，参与领导和推动中国共产党

进行伟大社会革命，始终站在时代前列，

始终同党和人民的事业一道前进。今

天，我们落实习主席提出的“三严三实”

要求，应该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发扬自我

革命精神，用党性修养这把剪刀，剪除失

志之念、失德之欲、失格之为，永葆共产

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党性修养要“实”，就是“要与自己的

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

坚决的斗争”，并且落细、落小、落实，“具

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当年在南方局整

风学习期间，周恩来同志曾多次主持会议

讨论如何“自我反省，各人检讨自己的缺

点”。他还带头严格剖析自己，由于母教

的过多仁慈礼让，“故对于党内错误路线

的斗争，往往走向调和主义”。在1962年

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同志面对“大跃进”

带来的严重后果，不是推卸责任，而是深

刻检讨自己。这种勇于担责的精神和严

于自我解剖的作风，让人既感动且佩服。

相比之下，有些同志在党性修养中缺乏的

就是这种自警、自省、自责的精神，对自己

的缺点和错误，要么讳疾忌医，拿不出揭

短亮丑、自我批评的勇气，要么大而化之，

避重就轻，甚至把责任推给别人，寻找借

口为自己开脱。这样做的结果，只会使错

误越来越严重，直到“不可收拾”。所以，

党性修养既要坚持高标准，又要在明察秋

毫、细致入微上用气力，认真查找自身问

题，深入剖析思想根源，具体纠正自己的

不足，做到慎独慎微，“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

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

造到老。”周恩来同志的谆谆告诫，不仅是

他几十年党性修养的经验总结，也是留给

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时代在不断发展，

我们的事业永无止境，党性修养只有“进

行时”，没有“完成时”。那种“自我感觉良

好”的心态，那种认为自我改造“完成了”、

党性修养“到顶了”的想法，都是错误的、

有害的。只有像周恩来同志那样始终坚

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不断开拓

党性修养的新境界，将批评和自我批评贯

穿其中，将自律和他律统一起来，在群众

的批评和监督中改正缺点、纠正错误，不

断完善自身，才能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品

格和革命精神，以清风正气感化人，以模

范行动引领群众。

党性修养要“严”而“实”
——感悟周恩来同志《我的修养要则》

■贤 文

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收到许

多拜年电话、短信、微信，其中有

一半是在职在位的同志打来的或发

来的。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我了解

到，在一些单位存在着“只关注上

面知道不知道，不考虑下面需要不

需要”的现象。

不容置疑，开会——讲话——

传达——学习——落实——检查，

是科学完整、行之有效的领导方法

和工作方法。但是，会议多、讲话

多、文件多的现象应该引起注意。

有的单位在开会、领导讲话之后，

还要发文件，文件传达后还要写报

告，报告上去没几天，机关又派工

作组下来检查。于是乎，本该用来

抓落实的时间和精力，却在开会部

署——讲话传达——检查汇报中消

耗大半。还有一些领导干部，不是

在工作求实上下功夫，而是在讲话

求新上下功夫，“为赋新词强说愁”，

搜肠刮肚凑四六句，一定程度上给

花样翻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提

供了滋生的土壤。

“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

在我看来，与其在写讲话稿上下

功夫，不如撸起袖子在抓落实上

下功夫；与其做给上面看，不如

带着下面干。这样才能为强军兴

军夯实根基。

表态好更要干得好
■屈全绳

一面鲜艳的军旗，将训练场上

的一汪水映成血红色。一枚金光闪

烁的军徽，将倒影叠印在那片红色

之中，似乎是在向训练场上的官兵

昭示这样一个道理：金星在血色中

闪耀。

人们常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可从士兵到将军，需

要经历怎样的磨练呢？战争年代走

出来的将领，大都经历过枪林弹雨

的洗礼。军人的价值，总是在战场

上体现；军人的理想，也总是在战场

上实现。而和平年代的军人，靠什

么来建立功勋呢？那就是苦练打赢

本领，争当强军尖兵！

一名军人，只有平时多流汗，战时

才能少流血。也只有把主要精力用在

备战打仗上，一门心思钻研主责主业，

投身实战化训练，在训练场上挥洒汗

水，砥砺敢打必胜的血性，才能在未来

的战场上克敌制胜、建功立业。

军旗映水——

金星在血色中闪耀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人生一世，草木一春。但在一些人

眼里，那些不会言语，无法思考的草木，

除了能带来碧绿，生成氧气，提供食物，

就是默默地长着，悄悄地死去，别无所

长。其实不然，如果我们低下头来，认

真观察，就会发现，草木有许多“过人之

处”，值得我们敬重、借鉴、师法。

顽强坚韧。岩缝里的青松，屋顶上

的小草，只要有一丁点儿泥土，它们就能

倔强地生长，而不会埋怨造物主对自己的

残忍和薄情。就像京剧《沙家浜》里唱的

那样：“泰山顶上一青松，挺然屹立傲苍

穹。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

轰。烈日喷炎晒不死，严寒冰雪郁郁葱

葱。那青松逢灾受难，经磨历劫，伤痕累

累，瘢迹重重，更显得枝如铁，干如铜，蓬

勃旺盛，倔强峥嵘。”

柔韧不折。台风来了，雷霆万钧，横

扫一切，墙倒屋塌，路断桥垮，令人谈之

色变。可海岸边的防风林却安然无恙。

它们固然可以被台风刮得摇摇晃晃，甚

至匍匐到地上，但台风一过，雨过天晴，

很快又挺拔翠绿，焕发出勃勃生机，堪称

能屈能伸的大丈夫，柔中带刚的真君子。

忍耐等待。撒哈拉沙漠中有一种

植物，如果没有雨水，可以潜伏于地下

数年，积蓄力量。一旦天降甘霖，它就

会抓住机会，以最快的时间发芽、开花、

结果。最能忍耐的一粒种子，就是

1951年在辽宁省普兰店泡子屯村的泥

炭层里发现的古莲子，据探测它已在地

下沉睡了一千年左右，经过精心培养，

古莲子不久就抽出嫩绿的幼芽，两年后

就开出了粉红色的荷花。

灵活机动。南美洲的卷柏，旱季时

枯萎焦干，一旦有水分滋养，便很快郁

郁葱葱。如果旱得时间太长，它们还会

“背井离乡”，从地里挣脱出来，变成一

个圆球，随风迁徙，遇上水源则又变回

原来形态，扎下根来。它们的颜色也会

不断变化，旱时淡绿色，减少水分蒸发，

雨季时变成深绿色，充分吸收阳光。

把根扎深。在非洲安哥拉沙漠里，

有一种灌木叫阿康梭锡可斯，高和人差

不多，枝干不长一片叶子，可是根部长

达15米，10年不下雨也死不了。胡杨

的根据说最长可达百米，所以才能适应

恶劣环境，有“千年不死”之说。

适应性强。雪山之巅有雪莲，沙漠

深处有红柳，盐碱地里有泡桐……再荒

凉贫瘠的地方，都有植物顽强的身影，

再恶劣的天气，都挡不住它们摇曳生

辉。它们该开花就开花，该结果就结

果，傲然挺立于天地间。

试想，一个人如果坚定如立根岩缝

的松树，柔韧如海岸边的防风林，灵活如

南美卷柏，忍耐如古莲子，把根扎深如胡

杨，像梅兰竹菊那样贞守气节，又能适应

各种艰苦环境，那就任何困难都压不倒，

就没有不成功的理由。历史上，卧薪尝

胆的勾践，能屈能伸的韩信，忍辱负重的

司马迁，忠贞不渝的苏武，坚强不屈的文

天祥，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将士……分

明就是人中青松胡杨、梅兰竹菊、雪莲红

柳，因而万众敬仰，千古留名。

学学草木的“过人之处”
■陈鲁民

习主席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周恩

来同志是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杰出楷

模，要求广大党员“把对党忠诚、为党分

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

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是习主席

反复强调的。回顾周恩来同志的一生，

他之所以成为共产党人的杰出楷模，受

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很重

要的原因就是他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

的政治本色，任何时候都能够正确处

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始终对党绝对

忠诚，把维护党内团结、维护党和国

家大局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周恩来同志做到了“不为个人得失

计，一片丹心见忠诚”。在革命战争年

代担任红军主要领导时他就强调，“党

的领导作用要绝对的提高。红军中只能

有党的领导，党要运用集中指导的原则

来建立权威”。革命危急关头，他秉着

对党忠诚之心，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胜利

需要毛泽东同志这样真正了解中国国

情、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真理同中国革命

实践相结合的领导人成为核心，由此便

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周博长谈”，对确

定毛泽东的党内地位发挥了重要作

用。这样，我们党开始形成坚强的领

导核心，拥有了成熟的领导集体。无

论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周恩来同志

都能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维护毛泽东同志的领袖地位，

没有一丝一毫动摇。永葆政治本色，

就是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政

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

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

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永远跟党走。

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周恩来

同志做到了“忍辱负重顾大局，殚精

竭虑为党谋”。习主席强调，看一名党

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首先要看政治

上是否站得稳、靠得住。这集中表现

在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

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上。周恩来同志

毕生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堪称严

守党的纪律和规矩的楷模。负责政府

工作时，他提出必须加强“各部门的

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向党中央的请

示报告制度”。他把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讲党性，顾大

局，坚决反对和抵制不利于党的团结

和损害中央权威的言论和行动。他反

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

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从不搞小

圈子、小集团，始终把党的团结统一放

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永葆政治本色，就

是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有令必

行，有禁必止，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做到

旗帜鲜明，头脑特别清醒，立场特别坚

定，行动特别坚决，始终做对党忠诚的

老实人、政治上的明白人，坚决不做言

行不一的“两面人”。

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

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周恩来同

志做到了“一心为民有担当，终生奉献

无怨悔”。政治上敢不敢担当、能不能

担当，是对党员干部政治操守、政治品

格的直接检验，党员干部无论从事什么

工作，担任什么职务，都应当从党的事

业和人民利益出发，把勇于担当任事作

为政治责任扛在肩上。周恩来同志的

一生勤恳为党为民工作，是共产党人担

当精神的生动写照。永葆政治本色，就

是要做到责任面前不推卸、风险面前不

逃避、困难面前勇担当，坚持党的原则

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不

图名利、心无旁骛地干好工作，用实际

行动做组织信任的合格党员、群众拥护

的好干部。

党和人民的事业，是靠千千万万党

员的忠诚奉献铸就的。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我们对党忠

诚、维护大局，始终做到政治信仰不变、

政治方向不偏，在重大考验面前保持政

治定力，在大是大非面前坚定政治立

场，在糖衣炮弹面前经得起诱惑。当

前，我们站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历史起点上，做到不辱使命，不负

重托，就要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崇高精神品格发扬光大，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立足本职岗位，

投身强军实践，把对党忠诚、维护大局

体现在听党指挥、服从命令上，体现在

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上，一步一个脚印

地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砥砺前行。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文化

学院）

“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学习习主席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②

■刘梦婷

星火小集

●草木有许多“过人之处”，
值得我们敬重、借鉴、师法

生活寄语

●在重大考验面前保持政治
定力，在大是大非面前坚定政治立
场，在糖衣炮弹面前经得起诱惑

书边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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