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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贫，是共产党人特有的精
神气质。清贫，能够涵养革命者的
气节

习主席说：“我多次读方志敏烈士在

狱中写下的《清贫》……每次读都受到启

示、受到教育、受到鼓舞。”《清贫》全文千

字，字字千钧，清晰表达了共产党人的爱

憎观、贫富观和苦乐观，表达了共产党人

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今天重温，仍

有震撼心灵之感。

清贫，不是一个道德标签。对于共

产党人来说，清贫是“敌人只能砍下我们

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我愿

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的信

念和境界，是为了“可爱的中国”，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责任

和担当。清贫，是共产党人特有的精神

气质。

大革命失败后，方志敏回到江西弋

阳开展土地革命运动，从无到有，创建苏

区和红军，全盛时期领导着超过百万人

口的苏区和一万余人的红军队伍。就是

这样一位“大官”，“经手的款项，总在数

百万元”，却“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

没有奢侈过”。被捕时，他所有财产只有

一只怀表、一支自来水笔，几套旧的汗褂

裤和几双缝上底的线袜。他说“为革命

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地用之于革

命事业”的，这当然会让抓捕他的国民党

军队士兵难以置信。

“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

官。”习主席曾这样谆谆告诫党员领导干

部。当官和发财本是两条道、一对矛盾

体，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共产党的“官”

只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职业，不仅不能借

当官发财，而且更多的应是奉献和牺牲。

有“农运大王”之称的彭湃出身于大地主

家庭，家里有“鸦飞不过的田产”，为了革

命，他将自家田契当众焚烧，将田产还给

农民。1938年，贺龙填写了一份党员登

记表，他在表中“动产、不动产、现金各多

少”一栏中写道：“我什么都没有了。”当年

许多先辈投身革命，抛弃优越的生活条

件，抛弃高官厚禄，都是奔着理想而去，奔

着信仰而去，奔着光明而去。

理想和信仰是共产党人身上的鲜

明标识。这种标识在革命战争年代具

有非常高的辨识度，因为它的颜色和

纯度需要用生命和鲜血去浸染。但是

在今天，面对多元思想的激荡、金钱物

质的巨大诱惑，“四大危险”“四大考

验”的长期存在，如果经不起考验，理

想信念的“钙质”就很容易流失，价值

追求很容易发生偏移。看看那些落马

贪腐分子的种种奇葩“理由”，诸如“升

官不成便腐败”“看到别人在弄钱，我

不捞钱，感到孤独失落”，等等。他们

无论怎样巧舌如簧，也掩盖不了忘却

初心、信念坍塌、价值观偏移的本质。

“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

想信念的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补精

神之“钙”，强化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

精神支柱，一刻也放松不得。

金钱能成就事业，也能毁了事业。

曾有报道说，因格林威治天文台取得重

大成就，英国女皇决定对天文台有功人

员进行重奖。台长知道后坚决反对，并

请求女皇撤销此项决定，他说：“如果像

您这样奖下去，格林威治再也不会有天

文学家了。”此事真伪姑且不去考证，但

其中道理无疑让人深思。泰戈尔说：“鸟

翼上系上了黄金，鸟就飞不起来了。”沉

迷于金钱带来的各种享受，就容易在舒

服的日子中渐渐消磨意志、丧失斗志。

当年钱学森如果是为了金钱，就不会冲

破重重阻力回国。同样，方志敏甘守清

贫，是为了“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

前途……到那时，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

进步”。可见，对清贫甘之如饴，乃是因

为选择了崇高事业！

清贫，是模范共产党人的一贯姿

态。甘祖昌、焦裕禄、杨善洲、谷文昌等

一大批时代楷模，他们都是一定级别的

领导干部，按理说不是没有条件享受生

活，但他们为了事业而奋斗乃至献身，对

党和人民的事考虑得多，对个人物质生

活则关注得少。他们不以追求金钱和享

受为目标，而是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做

事，哪怕清贫一些，也觉得是人生快乐。

清贫，能够涵养革命者的气节。方

志敏被捕后，国民党各路人等轮番劝降，

许以高官厚禄，方志敏只用一句话回答：

“朝三暮四，没有气节的人，我是不能做

的。”出卖方志敏的魏长发，就是被敌人

以一百块大洋和一个女人所收买而变节

的，而现在又有多少曾经的领导干部，是

从贪图小恩小惠开始而一步步堕落成腐

败分子的。可见，不为利益之诱而心动，

不为五色之惑而目眩，才能始终保持共

产党人的初心和气节。

如何对待金钱和物质，最能映照

一个人灵魂行走的姿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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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无论在过

去、现在还是将来，对党员干部永远是

一针清醒剂！

读《清贫》悟初心
■丁晓春

新时代新征程，需要我们每一个人
“加满油，把稳舵，鼓足劲”，以冲锋的姿
态在各自岗位上努力实现新作为。然
而同时也要看到，有的同志虽然斗志
强、决心大，能够以对党绝对忠诚的品
质全心投入工作，但面对前进道路上的
新情况新问题，却时常心有余而力不
足，工作打不开局面，甚至在冲锋的路
上跌跟头。对此，有必要经常扪心自
问，冲锋的本领我有没有？怎样才能始
终保持冲锋的本领？

对照时代考题问一问，有没有克
服“本领恐慌”的意识，自觉以学强
能？军队调整改革中，许多人到了新
岗位，从事新工作，这既为个人施展才
华提供了舞台，同时也是检验能力素
质的“试金石”。有的人之所以很快脱
颖而出，而有的人却在种种不适应中
逐渐被淘汰，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看有
没有克服“本领恐慌”的自觉，是不是
勤于学习、善于学习。“战争是最少保
守的领域”。置身日新月异的军事变
革浪潮中，许多新领域需要熟悉，许多
新知识需要掌握，许多新课题需要攻
关。要以冲锋的姿态跟上发展的节
拍，适应新职能新使命的要求，就必须
掀起一场自我革新的“头脑风暴”，立
足能打胜仗，瞄准军事前沿，像呼吸空
气那样汲取新知识，探索新领域，深入
研究现代战争制胜机理，把自己锻造

成学精识广、本领高强的打赢尖兵。
对照岗位职责问一问，有没有能够

独当一面的能力，精钻本职业务？改革
是一个“换挡期”，也是各类矛盾问题的
多发期。越是在这样的时期，就越需要
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履行好岗位职责。
在任务繁重、人员缺乏的情况下，部队
有许多同志单独负责一项工作、一摊业
务，“一个萝卜一个坑”，甚至“一个萝卜
几个坑”。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履职
尽责怎么样，不仅需要担当精神，还要
有能独当一面的素质和能力，具备“球
到手中能扣死”的本领。国防大学教授
金一南当锅炉工时，车间主任说他是
“天生的好工人”，后来管理图书，又有
人说他是“天生干图书馆的料”，之后走
上教员岗位，又有人评价他是出类拔萃
的教员。在冲锋的路上，我们就应该像
金一南这样，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无论在哪个岗位，都能成就精彩。

对照党性修养问一问，够不够合格
共产党员的标准，保持先进纯洁？周恩
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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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性修养是一个终身课
题。党员干部的修养水平不会随着党
龄的增长、职务的提高而自然提高，面
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如果不经常锤
炼党性修养，就可能思想上渗入杂质，
灵魂上发生病变。党员干部满怀激情
干事创业的同时，更要带头加强党性修
养，不断自我反省、自我净化，自觉见贤
思齐，经常拿党性这把尺子量一量自己
的思想言行，对照合格共产党员的标准
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党性更纯粹，
境界更高尚，以合格共产党员和革命军
人的好样子，冲锋在强军兴军征程上。
（作者单位：郑州联勤保障中心）

始终保持冲锋的本领
■陈 锐

毛泽东在给自己的老师徐特立的
一封信中写道：“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
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
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
了。”信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老师的敬
仰佩服之情。时至今日，徐特立这种
“总拣难事做”的做事态度和担当精神，
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遇到困难矛盾敢于担当，勇于担责，
不仅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也是每名党
员干部干事创业所应具备的精神品质。

当前，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深入推进，
前进的路上还有不少暗礁和荆棘，有很
多工作急需做却又不好做。改革推进到
今天，比认识更重要的是决心，比方法更
重要的是担当。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一碰
到难题就畏畏缩缩，总是躲闪、不想碰
硬，不敢担当、不愿担当、不去担当，总喜
欢做那些相对比较轻松又容易出彩的
事，那么各项工作落实起来效果必然会
大打折扣，也势必影响改革的整体进程，
最终影响的是部队战斗力。

俗话说：“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
比困难多。”工作中遇到矛盾和困难并
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困难消极懈怠、
面对问题等靠拖躲。而要做到思想不
滑坡，最为关键的无疑是要有敢于担
当、敢于担责的精神。这就要求每名同
志做到在大事难事面前不回避、不退
缩，多些“总拣难事做”的担当，多些攻
坚克难的精气神，撸起袖子加油干，甩
开膀子抓紧干。

大事难事看担当，担当需要铁肩

膀。敢“啃硬骨头”是好的，但还需要
具备能“啃硬骨头”的本领。这就需要
我们与时俱进，善于学习，不断在工作
实践中磨砺自己，着力提高可担当的
本领。同时，各级组织也要不断完善
容错纠错机制，为敢担当的同志担当，
保护好那些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同
志，调动起广大官兵投身强军事业的
积极性。惟此，才能确保各项改革任
务顺利完成，推动部队建设不断迈上
新台阶。

多些“总拣难事做”的担当
■汤 彬 张 航

1128年7月29日，狂风大作，天色

阴暗。一代名将宗泽已进入弥留状

态，却没有一句话谈及家事，仍念念不

忘北伐。家人问他有何遗言，他已失

声，一口痰涌上，剧烈咳嗽起来。喘息

多时，他缓过来一点劲，用尽全身力气

连呼三声：“渡河！渡河！渡河！”声

毕，气息渐无，在悲愤与遗憾中溘然辞

世，终年70岁。宗泽刚直豪爽，沉毅知

兵，戎马一生，屡立战功。他曾20多次

上书宋高宗赵构，力主还都东京，并制

定了收复中原的方略，均未被采纳。

他因壮志难酬，忧愤成疾，背生毒疮，

不治而亡。

80年后，1207年的仲秋，北伐失

败，68岁的辛弃疾也身染重病，卧床不

起，生命垂危，眼看不治。辛弃疾，除

了武将的忠勇之外，还兼有文人之优

雅，与苏东坡同为宋词豪放派领军人

物。农历九月初十晚，秋雨绵绵，寒意

阵阵，辛弃疾的生命走到了最后时

刻。他清醒一会儿，昏睡一会儿。家

人手忙脚乱地为他准备后事。突然，

他奇迹般地坐了起来，两目圆睁，怒吼

三声：“杀贼！杀贼！杀贼！”然后一头

倒下，再也没有醒过来。他是武将出

身，多次临阵杀敌，出生入死，数建奇

功。可惜朝廷软弱，畏敌如虎，一味求

和，辛弃疾空有一腔热血，郁郁寡欢，

不得不“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

树书”。据传，辛弃疾下葬后，老友谢

枋得住在他墓旁的寺庙相陪，一直听

见他墓中有声音在疾呼呐喊，带着一

股不平之气。谢枋得连夜写了祭文去

拜祭，声音才平息下去。

又过了3年，陆游也即将告别这个

世界。陆游一生呼吁抗金，尤其是临终

时的《示儿》，是他生命最后时刻的绝

响，也是一位诗人大写人格的至高升

华。想想看，一个行将就木的垂垂老

者，不是关心自己身后的安排，遗产的

分配——当然他也没什么遗产——而

是还念念不忘国土沦丧，金瓯不圆，千

叮咛万嘱咐，日后“王师北定中原日”，

尔等“家祭无忘告乃翁”。爱国之心，气

壮山河，报国之情，惊天地泣鬼神。后

人论之：“陆放翁一生写诗上万，南宋第

一，其实你没必要写那么多诗，只要有

一首《示儿》就足以万世不朽了。”

宗泽有“渡河三呼”，辛弃疾有“三

喊杀贼”，再加上陆游的临终《示儿》，联

袂而至，光耀日月。有这样“男儿到死

心如铁”的三位志士，有此等不甘沦落

的壮怀激烈之举，南宋的天空就没那么

阴晦，投降派就不敢那么嚣张，入侵者

那狂妄的野心就不得不有所收敛，后人

论及南宋就不至于那么轻佻。

歌舞升平时期，天下安定年代，军人

常湮没于常人之中，不见峥嵘，不露锋

芒；一旦兵戈烽烟起，危难时刻则可见砥

柱中流，豪杰风采。沧海横流，方显英雄

本色。大宋国难当头，山河破碎，则有了

宗泽、辛弃疾、岳飞、文天祥、陈文龙、陆

游们“看试手，补天裂”的机会，虽然壮志

未酬，但英气长存，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让

我们心生豪情，血往上涌。

400多年后，金圣叹读到宗泽、辛弃

疾的临终遗言，激动不已，不禁拍案写

下四个大字：心雄万丈！

心
雄
万
丈

■
陈
鲁
民

海面嶙峋的岩石上，一个人手握钓

竿，专心致志地垂钓。据说，水流湍急处有

大鱼。大鱼游动需要消耗更多氧气，有浪

花的地方氧气更加充足，大鱼因此多朝这

里集中。钓到大鱼，须到风急浪高处。

人生的选择与收获，不也是这样的道

理吗？至人所未至，往往能获人所未获。

航天员到了一般人去不了的太空，才能看

到我们这颗蔚蓝色星球的全貌。达尔文

到达了当时常人所难以到达的南美洲岛

屿，而发现了物种起源的秘密，创立了进

化论。科学研究领域，一些科学家总尝试

探索其他人没研究过的东西，往往能取得

填补空白的突破。所以，勇于闯新路，不

做庸碌人，人生定能有更大收获。

临海垂钓——

至人所未至
获人所未获

■翟光文/摄影 孙荣乾/撰文

党支部书记素质培养系列谈②
影中哲丝

谈 心 录

●经常扪心自问，冲锋的本领
我有没有？怎样才能始终保持冲
锋的本领？

知行论坛

●大事难事看担当，担当需要
铁肩膀

凝眸历史

品说修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党要

增强执政本领，把增强学习本领放在

首位，要求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

于实践的深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

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型大国。

习主席强调指出，好学才能上进，中国

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

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的干部要

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

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

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实

践、实践、再实践。作为党支部书记，

落实领袖的指示，要把学习作为第一

需要和终身任务，自觉把对本领的恐

慌感和能力的危机感转化为学习提高

的压力和动力，坚持勤奋学习，同时带

动和抓好官兵的学习。

弄清楚为什么学习。读书学习是

为人、为学、为政的第一位功课。一个

人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融入社会、跟

上时代。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

延安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形象地提出

“本领恐慌”：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

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

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这告

诉我们，干工作不能凭经验，不能吃老

本，必须下苦功夫把学习搞上去，增加

知识储备。学习既是工作的需要，也

是生活的方式；既是长知识的过程，也

是长智慧的途径。党支部书记要通过

读书学习，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培养

科学的思维方式，才能妥善处理工作

和生活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通过读

书学习，使自己成为一个能够坦然面

对各种际遇，在发展道路上走得稳当、

富有智慧的人。

弄清楚学什么。古人讲，开卷有

益，多多益善。但书海浩瀚，我们穷尽

一生，也难取得一瓢。作为党支部书

记，首先要学习党的理论，包括马克思

主义经典著作和党的创新理论，这是

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和必要准

备，也是指路明灯。当前，最重要的

是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重点学习习近平强军

思想，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学习要

增强计划性、加强针对性、突出前瞻

性、讲求实效性，进一步把理论学习

引向深入，自身先学一步、学深一层，

用学习成果为官兵搞教育、作辅导、

讲党课。其次要学习军事知识，随着

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现

代战争的形态、样式发生了深刻变

化，如果仍用昨天的思维理念和知识

储备去准备明天的战争，必然要吃败

仗。要紧盯科技前沿，围绕打赢信息

化战争需求学理论、学技术、学战法、

学专业知识，使自己的理念思维和知

识永远伴时代风潮而舞。再次，要着

眼全面发展，积极学习经济、历史、文

化等各方面知识，努力提高综合素养。

弄清楚该怎么学。学习方法因人

而异，古往今来，很多名人大家都有自

己独特的学习方法，比如孔子的“学而

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朱熹的读

书“三到法”——口到、眼到、心到，毛

泽东的“既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

书”，等等。党支部书记在抓学习上，

一要把握学习重点，工作需要什么就

多学什么，哪些紧迫就先学哪些，自

身缺什么就抓紧补上。二要提高学

习质量，克服浅尝辄止、学而不思等

不良习惯，坚持向理论知识要高度、

向历史知识要深度、向专业知识要精

度、向百科知识要广度、向前沿知识

要新度，并注重学思践悟、知行合一，

真正学进去、学到真东西。三要增强

学习毅力，基层党支部书记大块时间

少，必须充分利用点滴时间，合理挤

出宝贵时间，持之以恒地学习。有人

研究过，一个人每天阅读一小时，三年

之后就有望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每

天阅读三小时，十年之后就有望成为

该领域顶尖级专家。可见，只要坚持

学习，就一定会有收获、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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