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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传统话修养

心灵和谐

●青年官兵应牢记领袖嘱托，
在奋斗中释放激情、追逐理想、践
行志向，用奋斗为自己打下最亮丽
的青春底色

盛夏时节，栀子花开，又一批青年

学子告别母校，陆续奔赴火热军营。军

旅路漫漫，无论行进于坦途还是遭遇挫

折，唯有把人生志向转化为奋斗动力，

永远怀揣激情和热血前行，才能不移携

笔从戎的初心、实现报效国家的梦想。

“强行者有志”。立志是事业的起

点，也是事业成功的基石。成大事者，

无不怀雄心壮志，且矢志不渝。习主席

的人生志向在青年时期便已确立。当

年，不到 16岁的习近平来到陕北当知

青，在延川县梁家河大队一干就是 7

年。种地、拉煤、打坝、挑粪……他和群

众同甘共苦，什么苦活累活脏活都干

过，都抢着干。陕北7年知青岁月，培塑

了习主席心系百姓的情怀，他于此立下

了从政为老百姓办好事的人生志向。

青年立志时，周恩来坚定选择“为中华

之崛起而读书”，方志敏投身革命，立下

“党有指示，虽死不辞”的决心意志……

这都表明，青年把个人前途与祖国命运

紧密相连，心有家国情怀，才能有所作

为，才能在奉献国家、服务人民的奋斗

历程中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

以学弘志，增智强能厚积奋斗的底

气。志向如帆高立，真才实学恰似东风，

助事业之船乘风破浪。18岁时第一次跳

伞，空降兵某部高级工程师李振波就下

定决心：“一辈子，就干这件事啦！”40年、

2000多次从天而降，从伞训骨干到高级

工程师，青年时立下的志向一直支撑着

他不断学习充电。以志向为奋斗目标，

查漏补缺，完备知识体系，提高自身素

质，以专业的技能做专业的事情。如此

这般，鸿鹄之志才能落地生根。青年官

兵只有用厚实的知识与扎实的实践来引

导人生，不断充实自己，开阔视野，与时

俱进，才能更好地施展才干，成为可堪大

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

以行践志，立足岗位培养奋斗的

品格。“兵王”王忠心当兵30年，带出导

弹测控号手217人。虽是普通一兵，王

忠心却把平凡的班长岗位干到了极致，

荣获军人的至高荣誉——“八一勋

章”。“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

伍”，基层是成才的沃土，岗位是奋斗的

平台。青年官兵只有从基层起步，扎实

“墩苗”，摆正自身位置，融入基层生活，

认识到“学士、硕士，都是战士”，奋斗的

脚步才会有坚实依托。在岗位上坚持

高标准，把手中的活像王忠心那样干到

极致，终会有水滴石穿、守得云开见月

明的那一天。

以苦砺志，经风历雨磨练奋斗的意

志。郑州舰实习舰长韦慧晓曾说：“如

果你从来不曾自律过，从来没想过牺牲

奉献，那你从来就没成为真正的军人。”

地球科学系博士、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优

秀志愿者、华为公司高薪白领……直到

如今的郑州舰实习舰长，韦慧晓的身份

不断变换，她的青春芳华也愈发光彩夺

目。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正是拼搏好

时机。年轻时吃点苦是好事，所有吃过

的苦都是为成长积累的财富。吃苦也

是砥砺志向、奋斗进取不可或缺的一

环，如果在本该奋斗的年纪选择安逸，

这种安逸终究不会长久。无论是对知

识的渴求，还是对本领的培塑，若无搏

击风雨的历练，又何谈羽翼渐丰、扶摇

直上九万里？事辍者无功，耕怠者无

获，惟有甘之如饴地奋斗可达目标。

以廉养志，严格自律纯洁奋斗的底

色。杨业功将军曾言：“位不在高，廉洁

则名。权不在大，为公则灵。斯是公

仆，惟吾德馨。”廉洁自律是成长进步的

“保险栓”，虽说当前日益风清气正，但

“微腐败”的诱惑和考验仍然存在。以

廉养志，当自微处起，“勿以善小而不

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青年官兵当以

君子之道自勉，品行如莲，洁身自好。

严格自律与远大志向互相成就。只有

一起步就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做到

品正行端、慎独慎微，青春之志才能轻

舟驶过万重山；只有志在千里、矢志不

渝，君子之德才能日日增进。

不久前，习主席在同团中央新一届

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青年一

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

途，民族就有希望。领袖的勉励寄托着

对青年群体的殷殷期望，青年官兵应牢

记领袖嘱托，在奋斗中释放激情、追逐

理想、践行志向，用奋斗为自己打下最

亮丽的青春底色。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把人生志向转化为奋斗动力
■张笑寒

●坚持用真理说服人，用真
情感染人，用真实打动人，就事论
事，明辨是非，凝聚思想共识，从
而达到团结共事的目的

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

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

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

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

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上，时任政

治局候补委员的凯丰由于思想认识的

局限，持有不同意见，与毛泽东发生了

激烈争论，讲了一些过头话。但在随后

的革命实践中，凯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

误，在许多政治关口，都坚定地站在以

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毛泽

东不计前嫌，对凯丰的理论才干十分欣

赏，支持他负责和参与了党的许多重要

工作，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对待同志间

关系的宽广胸怀和高尚情操。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人与人之间

由于立场观点不同、思想认识有差异，

难免会产生种种分歧与矛盾，有时甚

至是针锋相对的斗争。特别是对于原

则性的是非问题，是不可以妥协退让

的，很可能出现激烈争执、彼此间产生

嫌隙的情况。但当问题得到妥善解

决，双方在认识上重新达成一致之后，

如何看待和处理曾有过的矛盾与分

歧？毛泽东和凯丰的往事告诉我们，

在坚持党性原则前提下，培养宽阔的

胸襟，摒弃私心杂念，做到以公为先，

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胸襟开阔、宽容大度，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孔子曰：“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戚戚。”战国时期，蔺相如以自

己的宽广胸怀感化了廉颇，实现了“将

相和”，传为佳话。胸襟开阔、宽容大

度，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们党

从诞生之日就肩负起追求民族解放、

人民幸福的政治理想，除了人民的利

益没有其他任何特殊利益。这是区别

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同时也要求

每名党员都要具有宽广胸怀，时时处

处讲政治、顾大局，不计较个人荣辱得

失，不为私利所牵绊，善于团结与自己

有过不同意见甚至矛盾分歧的同志，

为着共同的目标一起奋斗。

胸襟开阔、宽容大度，就要注重用

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菜根谭》有云：“风

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

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来而心始现，

事去而心随空。”他人一时一地的不当

言行可能源自思想认识的局限和外界

环境的影响，不应因一件事、一句话就

对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轻易下结论。要

认识到，犯过的错误可以改正，个人的

思想观点、行为方式也会随着实践的

丰富、阅历的增长而变得成熟理性。

所以，要杜绝用有色眼镜看人，不能揪

住别人的“小辫子”不放，动不动就揭人

短处、旧事重提，将其当作对付别人的

把柄、茶余饭后的谈资，更不可表面上

摆出一副宽容大度的样子，背地里却伺

机打击报复。这与共产党员襟怀坦荡

的品格要求是不相符的。

要学会换位思考。对于过去的

分歧、争执，孰是孰非、谁对谁错，随

着时间的推移、实践的发展，自有公

论。时过境迁之后，要注意换位思

考，设身处地从别人的角度去分析看

待问题。即使事后表明自己是正确

的，也要认真反思自身的言行有无过

激、有无不当之处，切不可得理不饶

人，甚至咄咄逼人、盛气凌人。要充

分考虑到对方感受，诚恳地接受别人

的道歉，作出友善回应，主动靠上去

化解矛盾、解决问题。

胸襟开阔、宽容大度，前提是坚持

原则，而不是无原则的“和稀泥”。对

待有过错误言行或与自己有过矛盾

分歧的同志，要坚持大事讲原则、小

事讲风格。既要做到及时“翻篇”、既

往不咎，也要客观评判其当前的现实

表现。既不能求全责备、过分苛责，

也不能牺牲原则、纵容退让。彼此相

处过程中，当再次遇到矛盾问题时，

也大可不必刻意回避，而是本着团结

的愿望，主动加强沟通交流，坚持用

真理说服人，用真情感染人，用真实

打动人，凝聚思想共识，从而达到团

结共事的目的。

原
则
之
下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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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永
彬

攀岩墙上，一名士兵竭尽全力，

努力向上攀登。虽然体力逼近极限，

但他毫不松懈，只为战胜自我、捍卫

荣誉。

人的成长进步，有时就像攀岩。

要登得更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一些人只看到别人不断攀向新高度，

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所承受的压力、

付出的精力、担负的责任都是巨大

的。正因为有了不同寻常的付出，才

会有精彩不断的进步。

态度决定高度。“成功的路上并

不拥挤，因为能坚持的人并不多”。

只有树立直面困难的进取态度，勇于

接受更大的挑战、承担更多的责任，

并将其转化为前进的动力，才能不断

突破自我，登上人生新高度。

突破自我——

有艰苦付出
才会有不断进步
■朱万福/摄影 施豪挺/撰文

●把各项工作标准定得高些
再高些，对自身要求严些再严些

在青藏高原 2100米至 4000米的高
寒地带，有一种体形较大的高原兔，其腿
部肌肉和跟腱发达而有力，最显著特点
是前腿较短，后腿较长，脚下的毛多而蓬
松。高原上同时生存着雪狼、雪狐、雪豹
等食肉动物，生来劣势的高原兔，拿什么
和这些食肉动物抗衡？高原兔非常善于
攀登和跳跃，能够自如地在高山乱石间
纵情奔驰。靠着这股顽强的韧劲，高原
兔遇到天敌时，总是向着山顶的方向
跑。为什么不向山下跑呢？原来，高原
兔的后腿比前腿更加强健有力，往山下
跑，头重脚轻，容易摔跤，一摔跤身体就
不易控制，很容易被天敌抓住；而向山
顶的方向跑，正好发挥后腿长且有力的
特长，奔跑时速可达 56公里以上，能轻
易地把天敌甩在身后。

高原兔的生存技能给我们以启示。
往山下跑，虽然轻易，但隐藏着危险；往
山上跑，看似选择了一条难走的路，却能
最大限度保存自己。这一方向性选择，
对人生之路同样适用。现实中，有的人
到了一定位置后，觉得以前的成绩和已
有的本领够吃老本了，总想守着“奶酪”
过安稳日子，工作上按部就班，怎么省劲
怎么来，满足于“过得去”，对形势的发展
缺乏应有的判断和准备，直到发现自己
的能力素质已经跟不上形势发展，才猛

然醒悟，悔之晚矣。相反，也有一些人常
有“本领恐慌”，总是未雨绸缪，处处以高
标准要求自己，一刻也不停止攀登的脚
步。久而久之，追求优秀变成了一种习
惯，能力素质不断提高，等到机遇来临，
自然能受到垂青。竞争无处不在，虽然
战友间的竞争不同于自然界的“丛林法
则”，但“越努力，越幸运”的道理是相通
的。在成长进步的道路上，越是提高标
准，越能充分发挥自身特长，就越能有更
好的发展、更大的进步，这已经为无数事
实所证明。

坚持战斗力标准也是这个道理。
如果每一名志在军营建功立业的军人，
都能把个人追求与强军事业统一起来，
努力增强能打胜仗的本领，把各项工作
标准定得高些再高些，对自身要求严些
再严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特长，从
岗位干起，从自身做起，把战斗力这个
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真正立起来落下去，
就能够在未来立于不败之地。

标准是建立在自身实际基础上的，
不切实际的好高骛远，往往欲速而不
达。在实际工作中坚持战斗力标准，也
要紧贴实践、立足自身实际，做到仗怎
么打兵就怎么练，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
什么。面向未来战场，适应现代战争制
胜机理，我们要从难从严要求自己，不
断发展严的标准，拓宽难的内涵，不断
强化实战意识，锤炼实战本领，培树实
战作风，用备战打仗的标准衡量各项工
作，坚持不懈地攀登高峰，为锻造召之
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者单位：武警工程大学）

提高标准方能赢得未来
■张 伟 王胜军

2018 年 5月 14日，在 8844.43 米的
高空，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山巅，
迎来了一位新的登顶者。这位登顶者与
众不同：他的下半身是一双钢制的假
肢，而这双假肢的拥有者已69岁高龄。

这位傲立于世界之巅的“无腿老
人”名叫夏伯渝，为了登顶的梦想，他
足足冲锋了 43年。26岁的时候，夏伯
渝第一次随队攀登珠峰，为了照顾物资
全失的同伴，他在-35℃的冰天雪地里
严重冻伤，失去了双腿。这一沉重的打
击让他的登山梦变得遥不可及。

残酷的现实，并没有摧毁他的梦
想。在安装假肢可以重新行走之后，夏
伯渝开始为再一次登顶世界之巅做准
备。通过长时间的艰苦训练，他开始了
逐梦的征程。

第二次开始攀登，出现了山难——
失败；第三次开始攀登，出现了地震——
失败；第四次开始攀登，在距离成功还
有 94 米时，出现了暴风雪——失败；
第五次开始攀登，这一次，他终于登上
了世界之巅，实现了夙愿。

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开始”，成

就了夏伯渝非凡的壮举，同时也告诉人
们：不懈的努力、坚持的行动，是迈向
梦想、实现梦想的关键一步。

牛津大学作过一次关于贫穷根源
的调查，具体数据如下：一、总找借
口 （22%）；二、恐惧 （19%）；三、拒
绝 学 习 （11% ）； 四 、 犹 豫 不 决
（13%）；五、拖延（9%）；六、三分钟
热度 （8%）；七、害怕拒绝 （7% ) ；
八、自我设限 （6%）；九、逃避现实
（5%）。由此不难看出，人生的大树，
要用行动来浇灌。一棵大树的成长，

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步就在它破土出芽
的“开始”之时。这个“开始”需要
阳光雨露的滋养，更需要种子破土而
出的勇气和力量。许多时候，打败自
己的不是具体的挫折困苦，而是没有
勇气迈出走向梦想的那一步。

每个人都有梦想的权利，不管梦想
是大还是小，只有行动才能出众。梦想
若只挂在嘴边，只能看着它破碎。只要
你肯为梦想迈出那坚实的一步，并且不
惧失败，不惧从头再来，终会有取得成
功的那一天。

为梦想迈出坚实一步
■曹可轩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崇尚和追求一

个“善”字，待人处事强调心存善良、向

善之美，与人交往讲究与人为善、乐善

好施，对己要求主张独善其身、善心常

驻。

有一个农夫的玉米品种每年都荣

获最佳产品奖，而他总是将自己的冠军

种子毫不吝惜地分赠给其他农友。有

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大方？他回答，我对

别人好，其实是为自己好。风吹着花粉

四处飞散，如果邻家播种的是次等的种

子，在传粉的过程中自然会影响我的玉

米质量。因此我很乐意农友们都播种

同一优良品种。他的话看似简单却富

有哲理：你对别人所做的善事，最终也

是为自己做的。

永远保持向善的本性，是一个人品

德、品质、品格的内在反映。爱出者爱

返，福往者福来。就像那个农夫一样，

如果我们想要得到冠军的品种，就要给

别人冠军的种子。我们爱别人，别人才

会爱我们。我们给世界几分爱，世界会

回我们几分爱。同样，凡事希望自己得

到的，必须先让别人得到；若想被人尊

重，先去尊重别人；若想被人理解，先去

理解别人；若想被人宽容，先去宽容别

人；若想被人欣赏，先去欣赏别人。

100多年前的一天下午，在英国一

个乡村田野里，一位贫困农民正在劳

作，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了小孩的呼救

声。他不假思索，便奋不顾身跳入水

中救人；获救的孩子是一个贵族公

子。几天后，老贵族亲自带着礼物登

门感谢，农民却拒绝了这份厚礼。在

他看来，当时救人只是出于自己的本

性，不能因为对方出身高贵就贪恋别

人的财物。老贵族因为敬佩农民的善

良与高尚，感念他的恩德，决定资助他

儿子接受高等教育。农民接受了这份

馈赠，因为能让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

是他多年的梦想。让农民很快乐的

是，儿子终于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

会；让老贵族也很快乐的是，他终于为

自己的恩人完成了梦想。多年后，农

民的儿子从伦敦圣玛丽医学院毕业，

后来被英国皇家授勋封爵并获得诺贝

尔生理学及医学奖。他就是亚历山

大·弗莱明——青霉素的发明者。那

名贵族公子长大后，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患上了严重的肺炎，幸运的是

痊愈了——青霉素功不可没。

向善是一种文明，更是一种光明。

善良之举需要人人向往，善良之歌需要

人人唱和。人的一生往往会发生很多

不可思议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帮助别人

或感恩别人，无意之中都会有回报。善

良比聪明更难，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

良则是一种本性的选择，善良更是相互

的，当善良遇见善良，就会开出世界上

最香最美的花朵。

永远保持向善的本性
■李朝德

●向善是一种文明，更是一种
光明。善良之举需要人人向往，善
良之歌需要人人唱和

●人生的大树，要用行动来浇
灌。梦想若只挂在嘴边，只能看着
它破碎

生活寄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