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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先辈修养 话强军使命●

影中哲丝

谈 心 录

●集中精力谋备战打仗，彻底
消除与备战打仗无关的“干扰源”，
逐步回归中心、回归战位、回归本
真，凝神聚力抓好备战、搞好训练

1942年2月，粟裕率部南下苏中白

马庙，筹建渡江战役指挥所。到达预定

地域已是深夜，他当即要求将地图挂上

墙。有同志好心劝他先休息，却被断然

拒绝：“再晚也要把地图挂起来。”当晚，

粟裕就在地图前思考筹划起来。即使

是和平时期，他依然保持着时刻准备打

仗的好习惯，每晚就寝前都会将衣服鞋

袜仔细放好，一旦有事能随手摸到。甚

至在生命垂危之际，靠别人帮助穿衣

服，他仍要按照军人要求，把衬衣、毛衣

整整齐齐地扎进裤腰。

粟裕大将时刻准备打仗的故事广

为人知，成为激励我们谋战思训、练兵

备战的红色基因。金一南教授评价，粟

裕是一个永不退役的老兵，一辈子在等

待、在准备硝烟来临。除了备战，他别

无所虑；除了胜利，他别无所求。军人

生来为打仗，能打仗、打胜仗是军人的

立身之本、看家本领。我们应该传承好

老一代革命先辈谋打仗、钻打仗的光荣

传统，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

向打仗用劲，在大脑中烙下“战争就要

打响”的危机意识，在内心深处立起“首

战用我”的责任担当，在行动上展现出

“战争等不起”的厉兵秣马状态，自觉以

谋战思训的事业追求、精神状态和创新

实践，展示新时代革命军人应有的新气

象新作为。

悠悠万事，备战为大；虚备假备，祸

国殃民。晚清时期，大批有识之士开新

图强，“师夷长技以制夷”，当时的“北洋

水师”单从船坚炮利方面讲，不输于日

本，甚至某些方面还强过日本，却在甲午

海战中全军覆没。总结失败的原因有许

多，其中清军信奉“武器决定论”，缺乏

“战争就要打响的危机感”是重要一条。

他们军纪废弛，训练图热闹，玩假把式，

缺乏战争就要打响的紧迫感，更缺少为

国亮剑、生死对决的决心毅力。时下，根

除和平积弊仍然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在

今年全军开训动员大会上，习主席发布

训令，要求强化练兵备战鲜明导向，坚定

不移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作为中

心工作，抓住不放，抓出成效。贯彻落实

习主席训令，就要始终聚焦练兵备战，把

时间和精力用在战斗力建设的刀刃上，

以“战争就要打响”的强烈危机感，刻苦

锤炼能打胜仗的过硬本领。

新时代肩负新使命的革命军人，决

不能像过去有段时间一些人那样，沉睡

在“和平梦”里，整天想着车子房子、过

太平日子，而应当多从难处着想、坏处

准备，有备无患、遇事不慌，不断让备战

打仗的意识得到强化和升华。安不忘

危，心怀忧患，才能久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应该保持“心里时刻装着敌情、眼

里时刻盯着对手、脑里时刻想着打仗”

的备战状态，不务虚功，真训实练，高度

戒备，做好随时能拉得出、上得去、打得

赢的充分准备。

欲多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则

思不达。思谋打仗的心要非常专一和

笃定，不能预留空子，让侥幸和懈怠有

机可乘，甚至敞开怀抱等待舒适和安逸

来钻；更不能口是心非“两张皮”，搞说

做脱节那一套。必须集中精力谋备战

打仗，彻底消除与备战打仗无关的“干

扰源”，逐步回归中心、回归战位、回归

本真，凝神聚力抓好备战、搞好训练。

守不忘战，将之任也；训练有备，兵

之事也。思谋打仗不是口号，需要每名

官兵一心一意投身备战打仗，攥指成拳

向“和平病”开刀，停“空转”、压“虚耗”，

挤“水分”、去“累赘”，甩“包袱”、强“筋

骨”，持续营造出思谋打仗的良好环境，

让部队上下形成谋战思训的高度自觉，

让练兵备战成为工作常态，让钻研打仗

的人尝到甜头、感到有奔头。

部队练兵备战实践是官兵成长成才

的基本平台，优秀人才必须在实践中磨砺

检验，在敢于担当中历练成长。要善于在

战争中学习战争，洞悉战争规律，灵活运

用战略战术，先“转战斗于生活，化战场于

训练”，再“寓生活于战斗，寓训练于战

场”。要始终坚持打仗标准，投身火热

的练兵实践，立足现有，高于当前，钻研

战法，苦练技能，磨砺心志，把必备的素

质练精、练强、练过硬，努力提升决战决

胜的真本领、硬功夫。

（作者单位：中部战区陆军某预备

役高炮师）

养成时刻准备打仗的习惯
■曾 振

●批评奢靡腐败，你就必须
选择清正廉洁；批评志意衰惰，你
就必须选择勤勉发奋；批评蹈常袭
旧，你就必须选择开拓创新……

批评即选择——这是一个文学批

评的命题，我希望它同样可以成为一

个人生的原则。

“批评”这个词，本身就包含有否

定、对立的概念，决非“尽买胭脂画牡

丹”。中国元代就有了“评论先代是

非，批评未了公案”的说法，意涵是借

批评辩错对。“知有所择”，选择明确的

是非态度和审美观念，批评才能既不

媚俗亦不媚雅，拥有纯正的品格和公

正的精神——批评奢靡腐败，你就必

须选择清正廉洁；批评志意衰惰，你就

必须选择勤勉发奋；批评蹈常袭旧，你

就必须选择开拓创新……选择即立

场，所谓理直气壮之“理”，就是明确的

立场。那种无问西东、十三不靠的批

评，往往是连错对的尺度都分不清，甚

至还有些暧昧之态在其中。庄子言：

“人莫鉴于流水。”流动的水不能当镜

子，那些随波逐流、蹈空谈玄的所谓批

评，同样不能为人所鉴。

古 今 中 外 ， 一 切 伪 君 子 之

“伪”，两面人之“二”，不是没有选

择，而是他们选择了口是心非的“死

胡同”，马克思透辟地将其斥为“虚

伪欺人的江湖话”。在他们眼里，“一

切坚固的东西都消失了，一切神圣的

东西都被亵渎了。”这些极度的个人

利益自恋者，专擅于用矫饰、虚假、

膨胀的语言亵渎神圣的事物与思想，

并以此作为遮蔽内心世界的面具。至

于批评，则成为他们掩饰装饰、欺世

盗名的唬人扮相。

明代名臣徐阶有个隋姓门客，见

严嵩父子圣眷日隆，便转而投靠其门

下。登严门后，他说自己在徐阶家其

实是“入虎穴探实情”。严嵩倒台之

后，隋某返回徐家，又顿首泣告自己

在严家是“入虎穴探实情”。徐阶笑

讽曰：“恐吾未得虎子，已入虎口、

膏虎牙矣。”描述隋姓门客这种人的

词汇很多，如虚伪、伪善……请注

意，一个“伪”字鲜明地道出我们祖

先对是非不容置疑的判析——伪者，

即为人之伪也。

我们说批评即选择，不仅是选择

态度和立场，更重要的是要选择真真

实实的行动。与其讲一些“事或云无，

理所必有”的话占据道德的制高点，不

如迈开双腿在泥泞道上前行几步。有

句谚语叫“知道的路更难走”，由此而

想到一个现象——中国历史上，“民以

食为天”的口号喊得很响，可是，像贾

思勰、徐光启等脚踏实地研究、考察农

业生产的人却寥若晨星。以《四库全

书》为例，在所收录的3462部著作中，

农业类的仅有10部。其中的原因当

然很多，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它极少

功利性，且与科举仕进基本无关。

批评还是一种生活态度和人生形

象的选择。古语说：“县古槐根出，官

清马骨高。”老城里必有盘根错节的老

槐树，而清官的马匹则难免因饲料不

足而瘦骨嶙峋。老百姓的眼光和评判

没有错，倘若满口清廉的官员鲜衣怒

马，标榜亲民者却矜愎不知自敛……

见到这样的人指手画脚，我们是不是

完全可以选择嗤之以鼻？

理性是知识的转化，所以批评总

是崇尚和选择理性。批评时情绪不可

避免，但应记住，情绪转化不成知识，

深刻也不是咄咄逼人的气势和锋芒毕

露的申饬。孔子的弟子宰予一次“昼

寝”（白天打瞌睡），就被骂为“朽木不

可雕也”。这是《论语》中最狠的批评，

却因不够理性和厚道而被后人诟病，

可见理性之于批评的重要。

关于批评的选择可说的还有很

多，而汉代《说苑》里的话堪称金句：

“大道容众，大德容下。”

批
评
即
选
择

■
郑
蜀
炎

智利诗人聂鲁达说：“当华美的叶
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逆风
的方向更适合飞翔；只有先改变自己的
态度，才能改变人生的态度。”古往今
来，通过努力奋斗改变人生的故事不胜
枚举。通过努力而收获成功的人，都是
下了大功夫的人，成功的人生都有一个
努力奋斗的过程。
“努力”是现代汉语中经常会用到

的词汇，意思是把力量尽量使出来，花
精力、下功夫做某件事情。古人也以诗
文表达努力的人生态度，荀子《劝学》
讲：“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
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屈原《离骚》
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苏轼则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
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可以说，努力是成功人生的一个基本条
件，任何人的成功都离不开“努力”二
字，只有通过方向正确的努力，才能攀
上事业高峰。努力既能成就伟大事业，
也能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

马克思说：“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
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
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
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努力是艰辛
的，但没有艰辛就难言真正的努力，也

无法收获真正的幸福；努力是长期的，
但丈量幸福的单位不只是时间，也可以
是奋斗自身。

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形成，主要在于能
否坚持不懈地努力。一个人未必具备出
众的天赋，但如果拥有超乎常人的执着，
认准目标便毫不动摇，勇往直前，就能把
“恒”字写进自己的品格，守得云开见月
明，成就不凡。司马迁历时多年写就《史
记》，李时珍用了 27年著成《本草纲目》，
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才有了《红楼
梦》的诞生。国学大师钱穆“虽居乡僻，未
尝敢一日废学”，一生著书立说达1700万
言，还探索出一套独特的治学方法和治学

门径。这些都说明，任何人的成功，都是
时间、勤奋的积累，是由蕴含大量心血的
努力所凝成。

努力是人生最好的态度，越努力，
越幸运。一个持有积极努力心态者常能
心存光明远景，即使身陷困境，也能以
愉悦心境不改初衷，持续奋斗，走出困
境，迎向光明。选对方向，努力地对待
所做的事情，就能倾尽全力，激发潜
力，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和饱满的工作热
情，积极地面对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
险阻。在努力的过程中，经验得到增
加，本领得到增强，意志得到磨练，人
生会在努力中变得精彩非凡。

努力是人生最好的态度
■达星星

一只色彩斑斓的蝴蝶，在长满

尖刺的仙人球上停留，舒展翅膀，

把美丽和从容展示给世界。这幅画

面让人怦然心动，不由想起一句

话：“世界以苦痛吻我，而我将报之

以欢歌。”

这样的人生态度，令人敬佩，值

得学习。生活之路总是少不了坎坷，

弱者会在坎坷面前唉声叹气，一筹莫

展；而强者则会把坎坷踩在脚下，甚

至把踏平坎坷当作奋斗的动力，在坎

坷之上展露生命的风华。于是，强者

会愈挫愈强，人生之路也会越走越

宽，正所谓“踏平坎坷成大道”。

英国作家萨克雷说过：“生活就

是一面镜子，你对它笑，它就对你笑；

你对它哭，它就对你哭。”我们以积极

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笑对挑战，

也许我们就能笑到最后；而以消极悲

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总是觉得“理

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不去努力地

改变自己，改变环境，那么自己所面

对的就永远会是骨感的现实。

彩蝶之吻——

踏平坎坷成大道
■文 静/摄影 雪 莹/撰文

爱因斯坦当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

大学，年薪为一万六千美元，他主动要求

减至三千美元，人们大惑不解。他解释

说：“每件多余的财产，都是人生的绊脚

石；唯有简单的生活，才能给我以创造的

原动力！”“简单的生活，无论对身体还是

精神，都大有裨益。”爱因斯坦在弥留之

际立下遗嘱：不发讣告，不搞葬礼，不建

坟墓，不立纪念碑。这样，什么名誉、地

位，统统都与他无关。可是，又有谁不承

认他的盖世贡献、非凡成就呢！

古人云：“大道至简。”现实生活中，

为人处世“简单”一些，是一种境界，是一

种价值取向，也是一种人生智慧，可以成

就非凡的事业、非凡的人生。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

能尔？心远地自偏。”这是心灵的简单，

可以成就良好的心态。身处一个行色匆

匆、变动不居的时代，面对浮躁、功利、奢

华、喧嚣，有的人思虑重重，坐卧不宁；有

的人左顾右盼，瞻前顾后；有的人工于算

计，患得患失；有的人追名逐利，得陇望

蜀。原因就是欲望太多、想得太复杂。

庄子说：“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

嗜好和欲望太重的人，他们的心智必然

被堵塞得满满的。如此，对人生的领悟

力就必然很浅了，就很难时刻保持睿智

清醒的头脑。只有净除所有尘滓杂念，

使心态始终保持从容达观，才能悟大道、

辨是非、明真理，生出智慧，进入清澈澄

明的境界，从而时刻保持思想上的想像

力、创造力。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

意，望天上云卷云舒。”这是处世的简单，

可以成就淡泊练达的品格。人是社会的

人，是有血有肉的高级动物，不可能“跳出

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能做到简单处世，

是不容易的。有一段在网络上流传甚广

的话：“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

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

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

的认可，到最后才发现，世界是自己的，与

他人毫无关系。”这告诉我们，简单是一种

经历人生磨难后的大彻大悟，是领略了人

生峰回路转后的轻松快意，是剔除一切烦

恼而海纳百川的智慧，唯此才能做到淡泊

明志、宁静致远。

“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

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这是对待

名利的简单。人生在世，美貌、权力、财

富、名誉都不过是过眼烟云，越是刻意追

求反而越会为其所累，迷失自己，正所谓

“心底无私，寝室安香；追逐名利，终日惊

惶”，很难有所作为。相反，简单则是厚

积薄发的干事之力、成事之道。自古以

来大凡极致简约者，从来不是玩世不恭、

随波逐流的平庸无能之辈，而是为理想

和事业孜孜以求者。司马迁忍辱负重，

默默砥砺，终成《史记》这部不朽巨著。

作家孙犁曾经烽火戎马，从不居功自傲，

而是淡然自处著文章，领自然清丽的荷

花淀派之风骚。今天，我们在兰考看到

泡桐造福百姓的时候，在大亮山看到森

林覆盖荒山的时候，就知道焦裕禄、杨善

洲的不简单了！所以说，善养简约之品，

必能排除干扰，心无旁骛干事业，“咬定

青山不放松”，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以入

世的精神做事，成就不凡的人生。

简单成就非凡
■逄锦科

●哲学作为人类思想的结晶，
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既能满足人
们高层次的精神需要，又能塑造人
的精神气质

哲学是什么？定义很多，有严肃的
哲学论述，有质朴的通俗阐述。比如
说，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哲学是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哲
学是对人生的反思，哲学是锻炼理论思
维的工具，哲学是明白学、智慧学，等
等。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是从不同角
度不同层面对哲学的诠释。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会思
考。思考是学好哲学的基本功。乒乓
球运动员徐寅生不是哲学家，但他懂
得把玄奥的哲学与身边实际联系起
来，反复思考琢磨，运用哲学智慧指导
训练比赛，在第 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
赛上和队友一起为我国赢得男子团体
冠军。1965年 1月，毛泽东同志在对徐
寅生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的批语
中高度称赞道：“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
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
种形而上学。”实践证明，哲学是一种
来自实践、高于实践，并可以指导实践
的思考，是“大用”“大智慧”。只有在
实践中进行理论思维锻炼，才能提高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哲学有什么用？说起来可能比较
抽象。哲学作为人类思想的结晶，作为

时代精神的精华，既能满足人们高层次
的精神需要，又能塑造人的精神气质。
一个人一生中能够不断地重新认识自
己，始终保持自省，做自己心灵的主人，
对自己认定的信仰信念坚定不移，即使
处于生死攸关之时也毫不退缩，这就是
人生哲学的极致，是哲学的至高境界。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把有限的生
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的人
生态度，舍己救人的无畏战士王杰“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奋战在
强军征程上的优秀战士王锐紧跟“新转
型”练出“新本领”的不平凡业绩，曾参
与亚丁湾护航的“90后”女特战队员坚
守“把人生奋斗融入民族复兴”的人生
理想……这些都有力证明了哲学在铸
就官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过程中
所彰显的巨大作用。

如何学哲学？哲学源于生活，是一
种思维方式。有学者作过比喻，学哲学
就像踢足球，不是把足球当财富抱回家
据为己有，而是把它放到球场上，跟别人
一起踢。学哲学关键是要在实践中思
考，不思考就不能锻炼哲学思维。任何
学问都有各自的基础知识，哲学也一样，
学习要从基础知识开始，这是攀登高峰
的起点。再杰出的数学家，也是从简单
的加减乘除开始学起的；再杰出的画家，
也是从简单的素描开始练起的。贪多求
快、好高骛远、急于求成，总想不费劲、
走捷径、马上见效，其结果必然是“欲速
则不达”。只有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循
序渐进，持之以恒，才能找到一条适合自
己的学习之路。

（作者单位：63936部队）

学好哲学大有益
■杨 欢

正说闲谭

书边随笔

●努力既能成就伟大事业，也
能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人与人之
间差距的形成，主要在于能否坚持
不懈地努力

●为人处世“简单”一些，是一
种境界，是一种价值取向，也是一种
人生智慧，可以成就非凡的事业、非
凡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