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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和谐
●学先辈修养 话强军使命●

影中哲丝

忆传统话修养

●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
每天给自己一点思考的空间，可
以让我们更好地起跑和前行

“顺风逆风，是觉悟的岁月；波

峰波谷，是命运的燃烧。”“有人弄几

根面条，就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有

人捧一堆金币，却把生活折腾得乱七

八糟。”“人心，像一个容器，经常

‘清零’，才不拥挤。”……微信群里

有一位退休多年的领导干部，每日清

晨，雷打不动，准时发送人生悟语。

有时百余字，有时三两句。从生活到

工作，从做人到做事……虽然话少句

短，却字字珠玑、直击灵魂，让人醍

醐灌顶、如饮甘露。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

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

习乎？”吾日三省吾身，是往圣先贤涵

德养性的惯常做法，即每天通过自我

检视、自我反省、自我修炼，来保持心

灵的一方净土，做到“一念之非即遏

之、一动之妄即改之”。把生活所感、

心中所思化为笔下寥寥数语，既是对

自身学习思考的忠实记录，又可以达

到时时警醒自己的目的。纵览古今中

外经典之语、醒世之言，大都源于对生

命和生活的不断思索。

提笔悟道三言两语，看似简单，然

而要坚持日复一日、持之以恒、笔耕不

辍，却有不小难度。因为，无论语句长

短，都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每天需要

我们去细心观察、去探索思考、去提炼

归纳，然后字斟句酌，形成悟道之语。

这个长期的过程，不亚于进行一次“文

化苦旅”。当然，脑子只会越用越活，

文字只会越写越精，水滴必可石穿。

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每天给自己

一点思考的空间，可以让我们更好地

起跑和前行。

反思当下一些因违法违纪而身陷

囹圄的党员干部，在第一次放纵自己、

放弃底线时，并非没有感觉到来自灵

魂深处的惴惴不安，但总以为可以瞒

天过海，不是对灵魂及时进行自我救

赎、自我净化，而是自我宽恕、自我原

谅，天知地知、人尽皆知却独不自知。

最终，灵魂因侥幸而布满灰尘，日益变

得麻木；因自欺而让欲望出笼，最终堕

落难救。

每日悟语三两句，对党员干部来

说，就是对当前思想行为的一次自我

叩问，对偏离正道人生的一次自我警

醒，对沾染细微灰尘的一次自我洗

涤。这是事关为官做人、事关生命航

向的大问题。因为置身“乱花渐欲迷

人眼”的环境，或多或少会沾染一些灰

尘污垢，如不及时清洗和净化，久而久

之，精神家园就会杂草丛生，心灵空间

就会锈迹斑斑。所以，切不可以忙于

事务性工作为由而怠于洗涤灵魂，必

须保持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从纷繁

复杂的世间万象中主动走出来，把灵

魂置于一个纯净的空间，进行自省式

和常态化的涵德养性，守望君子之德，

把紧心中正道，从而获得内心的淡泊

和从容。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

之 ，见 之 不 若 知 之 ，知 之 不 若 行

之”。提笔悟道人生，这是知与思的

过程。看到了、想到了、思考透彻

了，关键还要“心到行到、写到做

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知行合

一”。如此，思考才有价值，悟语才

有生命，奋斗才有力量。将来，无论

我们走到哪里、走得有多远，是位居

庙堂之高，还是身处江湖之远，都能

守住一颗宁静的心，从容避开人情

的牵绊，自觉远离功名利禄的纷扰，

不为拥有而喜，不为失去而悲，让心

灵更加成熟，即使风吹浪打，亦能闲

庭信步，片叶不沾身。

每
日
悟
语
三
两
句

■
周
燕
虎

一只蜗牛高高地卧在植物茎秆

的顶端，它没有翅膀，也没有利爪，却

能牢牢地“独占鳌头”。

有人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能

到达金字塔顶端，一种是老鹰，一种

是蜗牛。前者是天空中的强者，翱翔

九天，金字塔顶自然会在它的俯视之

下；后者却是自然界的弱者，柔软无

骨，行动缓慢，又是什么力量能让它

攀上金字塔顶呢？

是持之以恒的努力。蜗牛蠕动

着它那柔弱的身躯，一刻也不停止地

前行，终能到达意想不到的高度。与

蜗牛一样，乌龟虽然爬得慢，但始终

不停歇，在寓言中成为龟兔赛跑的胜

利者。“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

驾，功在不舍”，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俗话说：“不怕慢，就怕站。”一个

人反应慢、做事慢，都不用怕，只要认

准目标，坚持不懈地做一件事，再慢

也能出成绩；怕的是没有上进心，不

思进取、停滞不前，或是犹豫徘徊，缺

乏恒心毅力，即使天资再高，也难有

所成。

百尺竿头——

不怕慢，就怕站
■文 静/摄影 雪 莹/撰文

●艰苦奋斗精神彰显着人民
军队鲜明的本色，镌刻着人民军队
成长的铿锵足迹，蕴含着人民军队
发展的制胜密码

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生活异常艰

苦，吃的是红米饭，喝的是南瓜汤，穿的

是破衣裳，住的是茅草房，缺医少药，缺

枪少弹，作战频繁。但红军将士没有被

困难吓倒，始终保持着高昂士气，以顽

强的意志坚持斗争。没有食盐就用墙

土熬硝盐，没有军服就自己纺线做衣

服，没有药品就自己采药办医院，没有

工厂就用土法修枪械。当时，战士们创

作了这样一首歌谣：“深山岩洞是我房，

青枝绿叶是我床，红薯葛根是我粮，一

心跟着共产党，哪怕敌人再围剿，头断

血流不投降，只要坚持干到底，总有一

天见太阳”。凭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

神，红军官兵浴血奋战，一次又一次粉

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保卫了根据

地，壮大了革命力量。

纵观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漫漫征

程，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犹如一根红线

贯穿其中。从井冈山的“红米饭、南瓜

汤”，到长征路上“啃树皮、嚼草根”；从

延安时期的“住窑洞、开荒山”，到解放

战争时期的“小米加步枪”；从志愿军战

士的“一把炒面一把雪”，到戍边将士的

“战风雪、斗严寒、抗缺氧”……无论面

对多么匮乏的物质条件、多么恶劣的自

然环境、多么严峻的斗争形势，广大官

兵始终以革命乐观主义对待困境，以百

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克服困难，谱写出一

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凯歌。

艰苦奋斗已经融入我军血脉，成为

我军克敌制胜的传家法宝。艰苦奋斗

精神彰显着人民军队鲜明的本色，镌刻

着人民军队成长的铿锵足迹，蕴含着人

民军队发展的制胜密码，使人民军队从

胜利走向胜利。当前，军队建设既面临

着难得的机遇，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迫切需要我

们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万众一心攻

坚克难，勇往直前。

传承艰苦奋斗红色基因，就要像革

命先辈那样不畏艰难，一往无前。长征

途中，红军将士身穿单衣翻越“只见人

上去，不见人下来”的雪山，高山反应强

烈，挪动一步都十分困难。过草地时，

粮食吃没了就吃野菜草根，野菜草根吃

没了就煮皮带和马鞍皮。然而，条件越

艰苦，红军将士的革命斗志就越旺盛；

环境越险恶，他们的战斗热情就越高

涨。正是因为“红军不怕远征难”，才能

跨过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

茫草地，克服千难万险，从苦难走向辉

煌。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

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绝不是轻轻松松就

能实现的，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许多

“险滩”“暗礁”，需要我们奋勇跨越。只

有像革命先辈那样信念如磐、意志如

铁，方能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传承艰苦奋斗红色基因，就要像革

命先辈那样奋发图强。上个世纪50年

代，西南军区工兵部队奉命修筑康藏公

路。面对地势奇险、巨石嶙峋、终年积

雪的作业条件，筑路官兵以大无畏的英

雄气概，战风雪、斗严寒、破峭壁、炸巨

石，闯关夺隘，顽强拼搏，战胜高原缺

氧、寒冷、断粮等重重困难，打通了入藏

门户二郎山，修筑了一条长达2000多公

里的天路。在老一代革命战士面前，没

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完成不了的任

务。深入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唯有勇

于应对挑战，迎难而上，敢于担当，才能

拓荒奠基，开新图强，成就梦想。

传承艰苦奋斗红色基因，就要像革

命先辈那样勤俭节约。当年，爱国将领

续范亭在延安第一次见到朱德时，非常

惊讶。他根本没想到，身经百战、威震敌

胆的八路军总司令，竟然穿着粗布衣衫，

与普通的庄稼汉没有两样。为此，他赋

诗一首：“敌后撑持不世功，金刚百炼一

英雄。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

翁。”这是人民军队艰苦朴素的真实写

照。而今虽然时代进步了，物质条件好

了，但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不能丢。“历

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要向

朱老总等老一辈革命家学习，工作上高

标准，生活上低标准，不讲排场，不比奢

华，不攀气派，以清廉为贵，以朴素为美，

以节俭为荣，低调简约，务实节俭。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惟奋斗

者进，惟奋斗者强，惟奋斗者胜。习主席

指出：“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

的人生。”强军兴军的重任，已经历史地

落在我们肩上，容不得半点懈怠，必须

高扬艰苦奋斗之帆，紧握艰苦奋斗之

桨，加满油，把稳舵，鼓足劲，“撸起袖子

加油干”，逢山开路，遇河架桥，努力创

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

人民的新作为、新辉煌。

（作者单位：陆军步兵学院石家庄

校区）

保持艰苦奋斗的前行姿态
■陈建强

●混事的态度与能打仗打胜
仗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混事者
与改革强军的氛围是格格不入的

有一个著名的社会学规律叫做
“二八定律”，即一个单位百分之八十
的工作，是由百分之二十的人完成
的。军队是一个战斗集体，只有每一
个个体都竭尽所能，集体才能发挥出最
大的工作和作战效能，才能完成肩负的
使命任务。因此，军队显然不能有所谓
“二八定律”的存在土壤。

但是毋庸讳言，这种现象在一些
单位不同程度地存在，在一些人那里，
“混”是其工作标准，也是其日常工作
的主要内容。此类现象，是典型的和
平积弊。

混事者往往有一套混事的“本领”
和生存的“技巧”。这种人一般“脾气
很好”，虽然工作总是拖大家的后腿，
但接受批评却非常“谦逊”。可无论是
循循善诱的教育还是刚猛强烈的批
评，对这种人效果都像重拳砸在棉絮
上，既听不到任何响声，也不会有任何
积极的反馈。

一件工作做坏了，大家齐心帮助
他，想点子出主意，甚至手把手帮教，
一遍又一遍，帮他的人比他本人着急
多了；可他本人却“超脱”得无事人似
的，只要一脱离大家的视野，他原来怎

么混还是怎么混。等到下次检查，工
作仍停留在原有的状态。这种人不仅
没有一点上进心，甚至连应有的责任
感都很稀缺。

在任何一个单位，混事者都只能产
生负面的作用。有他们在工作上“垫
底”，作为后进典型，一是会发挥“示范”
作用，让一部分人降低工作标准，比下
不比上，只要比混事者强，便不思进取；
二是会让积极进取者感到不平，因为在
某些方面缺乏量化的工作成绩和检验
标准，而使得混事者干多干少一个样，
其获得和付出不成比例。

一支军队要做到能打仗打胜仗，
必须在走上战场之前将和平积弊“清
零”。彻底清除和平积弊，必须让混事
者混不下去！一是促其改弦更张。通
过加强教育改变其思想观念，给他们
定量的工作任务，按照既定的质量标
准进行检查验收。为了确保工作质
量，对他们的工作进行实时监控，确切
掌握其工作的进度，决不允许其敷衍
塞责、蒙混过关。二是在批评教育不
见成效且屡教不改的情况下，坚决将
其淘汰。在改革强军的过程中，执行
政策不能教条僵化，不能对混事者姑
息迁就。我们可以容忍奋斗中的偏差
和失误，但决不允许混事者无所事事、
逍遥度日。

混事的态度与能打仗打胜仗的要
求是背道而驰的，混事者与改革强军
的氛围是格格不入的。让混事者混不
下去，干事者才会更加奋发有为、积极
进取。

让混事者混不下去
■吴敏文 王 冰

对于如何看待大节和小节，历来受

人关注。

《论语·子张》中，子夏曰：“大德不逾

闲，小德出入可也。”意思是说，大节不能

越雷池，而小节却不必苛求。子夏的话

没有错，为人处世当有大格局，选人取士

要看大气节，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以小恶弃人大美、以小恙掩人大德。

然而古人也有“不虑于微，始成大患；

不防于小，终亏大德”之说，认为选人任事要

看大节，而为官做人却不能忽视小节。《荀

子·王制》讲：“大节是也，小节是也，上君也；

大节是也，小节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

节非也，小节虽是也，吾无观其馀矣。”意思

是说，大节小节皆好是上上；大节虽好，小节

有出入，是中上；大节不好，小节再好，那也

不值得肯定。这就是说，在大节上必须做到

“绝对不失”，而小节虽小，也要尽可能关注。

《资治通鉴·唐纪五十》载，陆贽素以

“清慎”闻名，唐德宗劝他“卿清慎太过，诸

道馈遗，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并说“如

鞭靴之类，受亦无伤”。唐德宗的意思很明

白，小节不累大德，微腐小贪一下无伤大

雅。但陆贽却不这么想，他说自己身为宰

相，“居风化之首”“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

靴不已，必及金玉”。有初一就有初二，“鞭

靴”后面就是“金玉”，贿道一开想刹住就难

了，结果必然“涓流不绝，溪壑成灾矣”。

陆贽对于大节和小节看得很深远。

“患常生于忽微”，从量变到质变，只一步

之遥；从功臣到罪人，仅一念之差；小节

失守，大节难保。从古至今，这方面的教

训比比皆是。

张居正是明朝首屈一指的政治家，

他呕心沥血，锐意改革。《万历皇帝大传》

评价他“使万历初年的天下，出现了一片

欣欣望治的景象”。然而，“一代旷世良

相”却因小节不修，“最终失足而坠入深

渊”。史料记载，张居正回荆州葬父，乘

坐的轿子要32个人抬，内分卧室客厅，铺

陈极尽奢华。张居正死后被抄家时，各

种财物约值白银10余万两。无论我们今

天怎样肯定张居正的历史功绩，都无法

洗去他生活与为官上的污迹和不检。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时代的海瑞。

海瑞对大明王朝的贡献无法与张居正同

日而语。但他一生耿介，大节不失、小节

不亏。海瑞死讯传出，“白衣冠送者夹

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朝廷追赐太子

太保，谥号忠介，受万世景仰。

小节不慎，大节难保。分析近年来查

处的腐败案件，许多落马者都是从一条

烟、一瓶酒、一顿饭开始的，他们把吃点喝

点拿点当作小节、视为“小事”，认为“成大

事者不拘小节”“一两酒喝不倒红旗，一顿

饭吃不垮江山”。原北京市委副书记吕锡

文在被立案审查时，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大

错误，直到办案人员让她一条条对照《党

章》时，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严重违反了党

纪党规；原株洲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谢

清纯在忏悔时说，他不矜细行，总认为收

红包礼金“是个小节问题”。思想上松一

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由小到大，由少

到多，微恙终成大疾，结果越陷越深、不能

自拔，走上背叛党和人民的道路。

堤溃蚁孔，气泄针芒。今天我们面对

的考验更加复杂、挑战更为严峻，不仅要

求我们在大是大非、大风大浪面前经得起

考验，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

靠，在日常小事、生活细节上也要守住底

线、不越“红线”，始终牢记“工作作风上的

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坚持从小事小节上

加强修养，从一点一滴中完善自己，见微

知著、防微杜渐，做到“大节不可失，小节

不可纵”，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初心本色。

（作者单位：火箭兵报社）

大节不可失 小节不可纵
■汪志新

周恩来一生都在为民族解放和复兴
事业而奋斗，他为党和国家作出的巨大
贡献值得永远铭记，他的家风同样值得
推崇和学习。周恩来亲自订立了“十条
家规”，内容涉及的虽大都是生活小事，
但每一条都彰显着党员干部不谋私利、
不搞特殊化的党性原则。他曾多次教导
晚辈：“要过好亲属关，要否定封建的亲
属关系，要有自信力和自信心，要不靠关
系自奋起，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他还
特意嘱咐晚辈，要将“不靠关系自奋起”

这个准则代代相传。这既是对家人成长
的关爱，也是对党和国家事业的负责。

工作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想不断
成长进步。但是，成长进步靠什么？这
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为了培
养晚辈艰苦奋斗的品格，周恩来多次鼓
励自己的侄子、侄女到基层去、到边疆
去，让晚辈们在艰苦环境中、踏实劳动
中锤炼意志品格。周恩来曾叮嘱晚辈，
在任何场合都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
不要炫耀自己，以谋私利。正因为如

此，在周恩来的侄子辈以及第三代的登
记表里，都找不到与周恩来的“关系”。
周恩来对待晚辈成长的轶事告诉我们，
年轻人成长进步，要敢于“挑担子”而不
是“扛牌子”、“凭自己”而不是“靠关
系”。只有善于把自身奋斗当作成长进
步的主旋律，踏实肯干、老实勤干、埋头
苦干，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关系不是成长进步的“通行证”，更
不是干事创业的“铁饭碗”。 从长远发
展来看，迷信关系是一种短视行为，耽误

的是个人素质的提升，损害的是风气建
设，影响的是事业发展。“幸福都是奋斗
出来的”。无数事实证明，唯有奋斗才是
个人成长进步的可靠依托，才能孕育胜
利的果实。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
增强“能力本位”意识，把奋斗作为永恒
追求，努力锻造与组织要求相统一、与使
命任务相结合、与岗位职责相匹配、与实
际需要相符合的真本事、硬本事，真正靠
奋斗立身，在不懈奋斗中建功立业、成就
自我。

“不靠关系自奋起”
■张少波

●把奋斗作为永恒追求，努力
锻造与组织要求相统一、与使命任
务相结合、与岗位职责相匹配、与
实际需要相符合的真本事、硬本事

谈 心 录

书边随笔

●“患常生于忽微”，从量
变到质变，只一步之遥；从功臣
到罪人，仅一念之差；小节失
守，大节难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