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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深邃、论证科学、立场
鲜明、果敢有力，可以说是马克思
文风的鲜明特征。严肃的文章也
可以写得有文采，也应该有可读性

●学用共产党人“真经”，加强马克思主义修养①

影中哲丝

5月 4日，习主席在纪念马克思诞

辰 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

出，“马克思的学说依然闪烁着耀眼

的真理光芒”“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

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

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

这些深刻的评价和阐述，不仅表达出

我们党对伟大导师马克思跨越时空的

崇高致敬，也传递出我们党对马克思

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共产党员

加强马克思主义修养，首要的一点就

是要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筑牢

信仰之基，以坚定的信仰信念照亮人

生之路。

马克思这位“千年第一思想家”，

为追求真理而勇攀思想高峰，深刻揭

示出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

的普遍规律，并以其科学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和

为人类求解放的崇高社会理想，把人

类历史上自发形态的共产主义信仰上

升为科学的共产主义信仰。其蕴含的

真理力量、道义力量、实践力量，既成

为马克思主义永葆生命力的“基因密

码”，又成为无数共产党人筑牢信仰信

念的“源头活水”。

追溯共产党人信仰和践行马克思

主义的历程，能深切感悟到真理的力

量，信仰的味道。100多年前，马克思

主义的火种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和

心灵中孕育成长，一经播撒便成燎原

之势。从发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

是赤旗的世界”豪迈宣言的革命先驱

李大钊，到革命胜利后“生也沙丘，死

也沙丘，父老生死系”、为兰考百姓脱

贫鞠躬尽瘁的焦裕禄，再到以“樵夫”

自勉、把为党和人民工作当作最大快

乐的廖俊波……正是一代又一代优秀

的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用自己的行动

深化着对真理的捍卫与践行，诠释着

对信仰的坚守与笃定，才凝聚起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勠力奋斗的磅

礴力量。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

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如果

说，马克思主义信仰曾体现在“砸碎

旧世界”的革命之时、闪耀在“创造新

世界”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时、迸发在

走向繁荣富强的改革开放之时，那

么，今天的共产党人，更需要把它写

在强国强军的新时代新征程上，让真

理之光照亮信仰之路。中国共产党

人与时俱进，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

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形成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

纪的马克思主义。我们筑牢信仰之

基，就要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改造思

想，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心怀党的事业，搏击时代潮头，

在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而奋斗中成

就大写的人生。

信仰的坚定执着，来源于理论上

的清醒透彻。“学马列要精，要管用

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就是管用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不

是万古不变的教条，而是随着实践和

时代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真理；不是虚

无缥缈的，而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的科学方法，是开放的、不断吸收人

类优秀文明成果以丰富充实自身的科

学思想体系。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

部只有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切实掌握其精髓要义、把握其科学内

涵，把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同改造主

观世界紧密联系起来，把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习当作一种神圣职责，使之成

为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精神追求，做

到真学、真懂、真信，方能站稳脚跟、

保持定力、登高望远，练就共产党人

的“金刚不坏之身”，永立共产党人的

“精神高地”。

理论之树，只有根植实践的沃土

才能硕果累累；信仰之力，只有落于科

学真理指导下的实践才能充分释放。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发展关

键期、改革攻坚期，深化国防和军队改

革中有大量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需

要分析解决。这就迫切要求我们保持

清醒头脑，坚定信仰信念，把握正确方

向，提高实践本领。要聚焦强军兴军

的重大战略问题、制约部队发展的瓶

颈问题、战斗力建设的难点问题、官兵

关心关切的现实问题，以习近平强军

思想为指导，立足实践找思路、找解决

方案，不断适应新形势、开拓新思路、

促进新发展，使马克思主义更加具有

时代生命力，更好地发挥实践威力。

（作者单位：第81集团军某旅）

让真理之光照亮信仰之路
■闫述军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

欧洲游荡。”——这是著名的马克思主

义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

句话。读了这个引人入胜的文章开

头，会有什么感觉呢？就是想读下去，

想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的幽灵？这

个“共产主义的幽灵”给欧洲带来了什

么样的恐慌？

捧读写于 170年前的《共产党宣

言》，最直观的感觉是新风扑面。《共产

党宣言》之所以写得好，能够成为经

典，除了思想上的划时代意义外，还有

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文风上的有创意、

有新意、有深意，表达了全世界无产者

的呐喊，代表了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心

声。这样的文风，这样的文字，是要用

心、用脑、用血去写的，不是像现在一

些人那样，靠翻翻材料，找些资料，想

些点子，而后按照既有套路模式就能

写出来的。

马克思的文风，最鲜明的特点是

阶级性、思想性、战斗性。他的文章，

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资产阶级贪婪本

性的憎恨，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

度本质的揭露。思想深邃、论证科学、

立场鲜明、果敢有力，可以说是马克思

文风的鲜明特征。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

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

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

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

者。”这是论述资产阶级产生和终将灭

亡原因的两句话。这两句话可以有很

多的写法，可以有很正规的表述，可以

有很严肃的论述，可以使用很工整的

文字……但如果那样写，可能就没有

现在这样读着充满力量，充满活力，让

人过目难忘了。

这样的文字，在《共产党宣言》中

随处可见。读这样的文字，会觉得既

如诗如画，又如雷如电、如剑如戟——

可读性、感染力和穿透力构成了马克

思文风的又一个鲜明特征。

文章是写给人看的，话是说给人

听的，不可读，不可听，没有趣味，没有

文采，干巴巴的，就使人引不起兴趣。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所致的闭幕

词文采飞扬，极具感染力。特别是讲

话中引用的愚公移山寓言，把中国人

民要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

奋斗目标和坚忍不拔的精神表述得既

准确无误又引人入胜。

严肃的文章也可以写得有文采，

也应该有可读性。读《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同样会有这样的感受。我们今

天要改进会风、文风、话风，不妨向马

克思学习，向党的领袖学习，把我们的

文章写得可读性强一些，把我们的话

讲得吸引人、感染人一些。

良好文风是共产党人服务人民大

众的必然要求。人民大众的特征决定

了服务于他们的文章必须通俗易懂、

喜闻乐见、实事求是、直截了当、严肃

活泼、积极向上，有责任感，有使命

感。可以说，心中没有责任感、使命

感，不以天下为己任，不把人民大众放

在心头的人，不会有好作风，当然也不

会有好文风。

向
马
克
思
学
文
风

■
胡
延
宁

标准，《现代汉语词典》注解：“衡
量事物的准则。”顾名思义，高标准就
是超越一般、更高等级的标准。现代
社会中，各领域、各行业、各项工作都
注重用标准引领，“高标准”一词频频
入耳。抓建设谋发展，经常讲高标准
的工作指导；干事业做工作，经常讲高
标准的质量意识；立课题搞攻关，经常
讲高标准的创新思维……可以说，做

任何事情都应该倡导高标准，讲求最
大效益。

然而究竟什么是高标准呢？人们对
此见仁见智、看法不一。有人说，工作达
到预期目的就是高标准，事情做出特色
就是高标准，竞争中拔得头筹就是高标
准，等等。这些解读固然于理无悖，但从
事物发展运动的规律看，高标准不是固
定的、僵化的、不变的概念，它不拘泥于

某一时间，机械于某一度量，停滞于某一
状态，而是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的坐标。
就本质和内涵而言，高标准是高于规则
范畴的“无标准”，即不设上限的标准，强
调的是不停地向更高目标进发的实践理
念、精神状态和价值追求。现实中，有的
同志抓工作小进即满、见好就收，取得一
些成绩、赢得一点褒奖，就安于现状、止
步不前，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没有立起

“高标准实则‘无标准’，追求高标准无止
境”的价值引领。

实际工作中追求高标准，必须有“成
就无止境、奋斗有佳境”的实践认知，有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进取精神，有
“勇于超越、矢志卓越”的匠心品质，勇于
突破、勇攀新高，精耕细作、精益求精，一
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不断推动各
项工作向上向好、开拓开新。

追求高标准无止境
■郭崇学

一簇盛开的花朵与一个修枝的留

印，一并被摄入镜头，给人以启示：任

何花木，必须修剪掉多余的枝杈，才能

保证有限的营养供给花朵，使其蓬勃

盛开。

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如果这也

想干、那也想干，精力高度分散，结果

很可能是一事无成。如果权衡利弊，

果断舍弃某些爱好，专注于某项事业，

就容易取得成功。有位名人说过，人

的一生如果能够集中精力钻研一门学

问，不成才都不行。

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身上可

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只有在

家长、学校和社会的共同教育下，像为

花木修枝剪叶一样，帮助他们克服掉

身上的毛病，才能使他们茁壮成长，青

春像花朵一样绚烂。

集中精力
才有作为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小我和大我，古往今来，一直是一对
矛盾。小我追求个人美好生活；大我追求
无数小我的共同利益。小我是居家过日
子的本能；大我是舍小家为大业的大义。
对于公职人员而言，胸怀大局、突破小我，
则是基本的职业素养。

突破小我，筚路蓝缕但幸福满满。
新中国成立之初，1500多位高级知识分
子放弃国外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辗转
回到祖国参加建设、贡献力量。他们中，
有被美国当局称为“抵得上五个师”的钱
学森。钱学森 28岁时，已是世界知名的
空气动力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
终身教授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得知新
中国成立后，钱学森要求回国，却受到美
当局诬陷、监禁和迫害，历时七年方得成
行。当年钱老在美国，年收入 10 万美

元。回国后，他每月工资 200多元，连仅
有的摄影爱好也无法支撑，从美国带回
的照相机，使用一次便束之高阁。以钱
老为代表的“红色海归”们用质朴的爱国
情怀诠释了突破小我成大业的真谛：以
精神富有藐视物质诱惑，与祖国和人民
同呼吸、共命运；勇于作为，用自己的臂
膀扛起民族复兴伟业。

突破小我，吃苦奉献仍充满快乐。
被誉为“雪山孤岛”的詹娘舍哨所建在
雪山之巅，海拔 4655 米，四周皆悬崖峭
壁。哨所终年云遮雾绕、难见太阳，除
了雨季就是雪季，最低气温零下 40 多
度，内地正当盛夏，这里也常狂风怒吼、
大雪纷飞。哨所风大，官兵站岗必须用
背包带将自己拴在岗哨上以防被吹落山
崖……顶风冒雪、负重攀爬严寒、缺氧、

陡峭的雪山哨所，往返一趟要 5至 6小
时，过程艰难而危险，却是官兵的日常状
态。在物质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的今天，
我们无法想像高原哨所官兵们与极恶劣
自然条件作斗争的生活，这些可敬可爱
的年轻人，放弃舒适的生活环境、远离父
母亲人，坚守在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工
作岗位。他们突破小我选择奉献，保卫
着祖国安全稳定发展，保护着人民安枕
无忧。

突破小我，默默无闻却倍感自豪。
有一个群体，他们身怀一流技能，却流
血流汗只为造就别人成功。刘磊磊就
是其中一员。17 岁时，他带着世界冠
军梦进入国家柔道队，没想到却被选
为女队陪练，一“陪”就是 16 年。16 年
里，他的一次次摔倒，成就了 20多位队

友站上世界赛场最高领奖台。“我可能
这辈子都上不了赛场，但我会陪出更
多的冠军，这比我自己拿冠军更有意
义。”刘磊磊道出了陪练们的心声：排
球陪练，每天扣球上千次，直到手臂没
有知觉；跆拳道陪练，作为“人肉沙
包”，常被踢中头部等要害部位……有
人说，陪练离冠军最近，又离冠军最
远。他们付出多、收获少，默默拼搏，
悄然告别。倘不是突破了小我，谁会
作出这样的选择？

胸怀大义，舍己为国。作为与国家
民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新时代革
命军人，我们更应胸怀全局、突破小我、
坚守信仰、勇于担当，扫除一切消极的错
误的思想，全身心投入强军兴军的伟大
事业中。

突破小我成大业
■刘 艺

近日，单位组织集体观看了中央

电视台《信·中国》节目，嘉宾信使在节

目里朗读了战斗英雄黄继光写给母亲

的家书，其中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这句出自黄继光家信中的“不立功不

下战场”，让朗读者两次不由自主地振

臂高呼，听者无不动容。

这是一封饱含深情直指心灵的

书信，字里行间透射出英雄黄继光心

系家国的笃厚情怀。1952年10月，上

甘岭战役打响。年仅21岁的黄继光

面对敌人狂喷火舌的枪口，挺起胸膛，

张开双臂，扑了上去，用战斗的姿态为

赢得胜利铺平道路，把生命永远留在

了异国他乡。就在牺牲前，黄继光请

战友代笔给远在祖国的母亲寄去一封

家书，他在信中写道：“有决心在战斗

中为人民服务，不立功不下战场。”

英雄虽然已经离开我们60多年

了，但他的形象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他的精神永存，依然激励着一代代革

命军人舍身为国、牺牲奉献。作为新

时代革命军人，我们今天虽然少有生

死考验，但同样要接受上战场的挑

战。我们工作的每一个岗位、承担的

每一项任务、完成的每一次攻关……

都是我们面临的战场，都要像黄继光

那样，有“不立功不下战场”的决心意

志，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

无所惜。这是革命军人必须具备的

品格和精神。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战争的

阴云始终没有散去。世界各地不时

发生的战乱给无辜的人民带来的深

重灾难，更让我们感受到和平的可

贵、捍卫和平的重要，感受到军人肩

头沉甸甸的责任和神圣的使命。

能战方能止战。有实力才能赢

得尊严，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自信才

是真正的自信。作为革命军人，应以

时不我待的精神状态投身练兵备战，

苦练打赢本领，当战争真正来临的那

一天，能够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人民军队忠于党，随时准

备上战场”绝不是一句口号，而需要付

诸实际行动，在当前，尤需破除当“和

平官”“和平兵”思想，从思想和行动上

做好随时上战场的准备，有“不立功不

下战场”的追求。

正如《信·中国》节目的名字一

样，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国家，坚

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一定能从胜利走向胜

利，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建设一个

更加强大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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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神富有藐视物质诱惑，与
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勇于作
为，用自己的臂膀扛起民族复兴伟业

修枝花更美—

编者按

习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真经”。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主席强调要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
加强理论学习，更好地把科学思想理论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
质力量，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
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
实践。

贯彻落实习主席指示要求，党员干部就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这一共产
党人的“真经”，注重在实践中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修养。从今天起，本版以
“学用共产党人‘真经’，加强马克思主义修养”为主题推出系列文章，从不同
方面探讨这一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