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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世间的修为究竟
如何，一看其心炼得怎样，二看其
行行得怎样。王继才既注重炼心，
更注重践行

习主席对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作

出的重要指示，在全军官兵和民兵预备

役人员中引起强烈反响。迅即，大江南

北，军营内外，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

示、学习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的热潮正

在广泛掀起。

一位普通的海防民兵，何以成为国

之英模、世之楷模？换句话说，王继才作

为新时代奋斗者的典范，是怎样炼成

的？

一个人在世间的修为究竟如何，一

看其心炼得怎样，二看其行行得怎样。

王继才既注重炼心，更注重践行。

他弃小而崇大。人都是有“小我”

的。“小我”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这

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在人生的华章

中，一个人如果时时处处皆从“小我”出

发来考虑和处理问题，他的格局自然大

不起来。一个集体，一个民族，一个国

家，无不需要舍“小我”取“大我”的人。

在王继才心中，“小我”是被挤压的，他

无尽地放大了“大我”。他守卫的海防小

岛，面积不过0.013平方公里，是个“飞

鸟不做窝，渔民不上岛”的弹丸之地。曾

有4批10多个民兵去守过，但因忍受不

了孤寂和艰苦而纷纷离开，时间最长的

也只待了13天，而王继才一守就是32

年，直到生命的终点。他兑现了“我要永

远守在开山岛，守到守不动为止”的诺

言。没有舍小而崇大的精神境界，这种

坚守是根本做不到的。

他轻利而重义。在现实生活中，逐

利往往是一些人的本性。古人曾极而言

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

为利往”。但天下不止有利，还有物质金

钱之上的义。“苟利国家生死以”，这里

讲的是民族国家的大利，也是义的题中

应有之义。在王继才守岛的岁月里，同

村人都陆续富了起来，他家却入不敷

出。面对金钱的诱惑，他有过片刻犹豫，

但最终毅然选择了留守。他曾对人说，

“经济账怎么算？个人小账算不过来时，

算算国防账，心里就平衡了。”在他眼

里，使命、责任之“义”重于泰山。

他执著而守恒。王继才守岛是组织

上的安排，也曾受到参加过解放战争的

舅舅的影响。其舅舅对他说：“我们这代

人打了江山，你们这代人要守住领土。如

果国防需要你出力，你得上！”这是一种

基因在传承。这种基因叫红色基因。执著

于红色基因的人，擎的是爱国奉献的火

炬。牢记这一初心的人，能自觉做到知行

合一。默默坚守，矢志不渝，彰显他执著

于海防事业的博大情怀。不讲条件，不求

回报，彰显他信念守恒的赤子之心。守岛

32年直至生命的终点，王继才守住了他

的初心，守住了他做一个高尚的人的根

本，所以，人们说，王继才用自己的生命

和热血，照亮了海天间的哨所，也照亮了

许多人的心。

作为新时代奋斗者的典范，王继才

价值追求的激励和引领作用，“润物无

声”于军营内外。这让人联想起小说《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主人公保尔·柯

察金说过的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

命每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

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

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

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

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

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

争。’”王继才所矗立的是一个为实现中

国梦而奋斗的战斗者的伟岸姿态，他踏

石留印、抓铁有痕的“事上功夫”，将被

时代和后来者所铭记。

王继才是怎样炼成的
■董国政

●把吃亏作为一种品质去追
求，作为一种境界去修养，作为一
种责任去承担

1955年，刘少奇在给儿子刘允若的
一封信中写道：“不要骄傲，不要看不起
人，要尊重大家的意见，要肯为大家的
事情吃一点亏……”一句“要肯为大家
的事情吃一点亏”的叮嘱，既道出了一
位父亲在为人处世方面对子女的期待，
也包含着一名共产党员先公后私、克己
奉公的高尚情怀。

刘少奇一生都甘愿为人民的事情
吃亏：在白区工作时，舍不得花党的费
用，经常每天只买些萝卜、烩点馍维持
生活；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他深入农村
调研时不住招待所，吃住在老屋甚至猪
场，铺禾草，睡门板，实地了解群众生
活；农民反映看不上电影，他就把外国
友人赠送给他的放映机，转赠给河北抚
宁的农民……正是这一件件为大家的
事情肯吃亏、甘吃亏、乐吃亏的举动，使
刘少奇受到人民衷心爱戴，在人民心中

矗立起一座丰碑。
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甘愿为人民

的事情吃亏的共产党员还有很多。被称
为“共和国任期最长村支书”的张国忠，
为群众利益从不计个人得失，被乡亲们
亲切地称为“吃亏书记”；杨善洲退休
后，扎根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 20多年，
为昔日荒山披上绿装，自己却甘于清
贫，被称为“草帽书记”；前不久，为抢救
国家某重点试验平台牺牲的黄群等 3
名同志，在惊涛骇浪中用宝贵生命践行
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誓言。正是广大共
产党员始终把人民利益挺在前面，把人
民放在心中，才“唤起工农千百万”，才
使我党我军始终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
拥护支持，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
个又一个胜利。

然而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党
员干部都有甘愿吃亏的精神。有的面
对急难险重任务，回避躲闪，瞻前顾后，
生怕付出多了，吃亏了；有的干出一点
成绩，就大肆宣扬，生怕成绩被埋没；有
的在评比表彰时，生怕别人“抢”在自己
前面，荣誉得不到，利益沾不上。凡此
种种，看上去是不肯吃亏，实则是党性
不纯、心无大局的表现。

愿不愿为大家的事情吃亏，对普通

人而言，是对品德的一种考验和锤炼。
但对一名党员来讲，不仅仅是一种考验
和锤炼，更是一种党性的内在要求。我
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
初我们入党都曾紧握拳头，宣誓要“随
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试想，
一名共产党员，如果平时都不愿为大家
的事情吃一点亏，那么关键时刻他又怎
能为群众利益而舍得个人利益呢？

为大家的事情吃亏，其实是占了大
“便宜”，因为这样做获得的是群众认
可。可以说，一名共产党员是否有吃亏
的精神，有吃亏的行动，反映的是党性
强弱和觉悟高低；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
勇于吃亏、甘于吃亏，是一名共产党员
应具有的品质。把吃亏作为一种品质
去追求，作为一种境界去修养，作为一
种责任去承担，始终埋头苦干、踏实肯
干，必能担起时代重任，不负共产党员
称号。

对于一级组织而言，应当做到不
让“对大家的事肯吃亏”的干部吃
亏。要避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黄
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现象。让肯吃
亏者不吃亏、让能吃苦者吃香，如此
人们才愿意吃亏、乐于吃亏，才能有
效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力量。

“要肯为大家的事情吃一点亏”
■刘含钰

当下有种现象值得注意，个别单
位开展政治教育，只求学习笔记记录
工整，字迹漂亮，应付检查，不求入心
入脑，有所触动；主题教育不走深走
实，追求落地见效，而在补出来的会
议上落实，在赶出来的汇报上体现，
成为一种花样翻新的形式主义。

究其根源，主要在于评判导向出
现偏差。有的工作组下基层怕麻烦，
只看浮在表面的工作痕迹，不去做细
致的调查研究，不看落实效果如何、
成绩怎样；只满足于文字、数据、表格
的工整齐全，导致基层同志为避免被
批评通报，只能突击造“痕迹”。

机关改作风，才能为基层树新
风。去除痕迹主义，根本在于发扬求
真务实作风，清除形式主义和官僚主
义。工作组的同志下基层检查，要以
脱鞋下田的务实作风帮建基层，注重
实绩筛“真金”，树立倡实干重实绩的
鲜明导向。工作干得怎么样让官兵评
判，用成绩发言，靠实效说话。如此才
能真正考察出成绩，做到公平公正，也
才能真正为基层营造风清气正、真抓
实干的工作环境，形成精力和心思向
备战打仗聚焦的浓厚氛围。

莫以痕迹论实绩
■任 剑 杨希圆

●谏言与纳言如车之两轮，良性
互动、同向用力才能迸发最强动能

鉴不能自照，尺不能自度。能否正
确看待、虚心接受谏言和批评，既体现
胸怀境界，也映照心之公私。

史载，西汉时期，安昌侯张禹大肆敛
财谋私，虽引得怨声载道，但迫于其权
势，身边大臣未有敢言者。有位名叫朱云
的官员却挺身而出，当着满朝公卿大臣
之面，恳请汉成帝赐尚方斩马剑，斩杀安
昌侯张禹以正纲纪。不承想汉成帝听后
大怒，“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
赦。”命御史奉旨捉拿朱云，后因两位大
臣说情，朱云才免于一死。

朱云虽逃过一劫，但当时为此亡命
者却不在少数。这不禁让人思考，既然谏
言有风险，为何还有人知难而进、生死不
顾？宋人王严叟说自己身为谏官即当直
言，并非“好为高论，喜忤大臣”，而是“恐
命令斜出，尤损纪纲”；明人王家屏则说
自己但知尽言效忠，“岂意激主怒哉？”不
难看出，敢于直谏者，往往心怀至忠、心
有大我，其品行如惠风，能够拭除心灵弊
垢、涤荡谄言媚行、匡正道德风气，于国
家社稷大有裨益。
“观于明镜，则疵瑕不滞于躯；听

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现实中，
为官从政难免会存在用权偏差、民意不
周等问题，这时逆耳忠言、有益谏言往
往成为发现问题的“听诊器”。但谏言
能否产生作用，关键得看纳言者站在什
么样的高度、以什么样的胸怀来对待谏
言。如果害怕颜面受损、影响权威，骄
横拒谏，抑或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把
谏言者当作多事之人，敷衍相处，不坦
诚相对，就会耳目壅塞、是非不辨。

《典故纪闻》中记载，参军宋思颜
看到朱元璋在东阁处理完事务后，更换
的都是洗过的衣服，便在一旁感慨：
“主公躬行节俭，真可示法子孙。臣恐
今日如此，而后或不然，愿始终如
此。”朱元璋赞许道：“此言甚善……今
思颜见我能行于前，而虑我不能行于
后。信能尽忠于我也。”正是这种虚心
而听、居安思危的品质，成就了日后明
王朝的兴盛。与之相反，明朝永乐皇帝
曾标榜谦己纳谏，但“及言者多斥时
政”时，“于是发怒，谓言事者谤讪”，
转而“下诏严禁之，犯者不赦”。嘉靖
皇帝更是说人家的直言是“胁君取
誉”。这种胸怀和见识，也是导致其执
政走向衰败的因素之一。

明镜不畏于多照，清流不惮于惠
风。谏言与纳言如车之两轮，良性互
动、同向用力才能迸发最强动能；如积
水成湖，不择细流、不舍寸功方能迸发
强大合力。言者是否敢说，纳言者的品
质在其中起关键作用。只要具备虚怀若
谷、善纳群言、乐纳忠言的宽广胸怀，
善于以良言为药,以他人为镜来正己修
身、弥补过失，人们就会知无不言、言
无不尽，事业便无蔽匿之情、隐伏之
祸，实现蓬勃发展。

毛泽东同志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
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
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
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
对于党员干部来说，纳言最直接现实的
表现就是看能不能听批评，会不会听批
评，允不允许别人批评。作为党员干部，
应该时常自我反省与叩问：面对批评的
勇气足不足，接受批评的底气硬不硬，知
错就改的决心大不大。只要每名党员干
部勇于在揭短中补短，在亮丑中正容，在
知耻中奋进，就没有什么困难不可克服，
没有什么事业不可开拓。

（作者单位：第81集团军某旅）

清流不惮于惠风
■宋凯征

既然“知识就是力量”，那么，这样

的推论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有知

识的批评有力量。

《理性之谜》一书中讲，理性和直

立行走一样，是一种进化出来的特性。

而这种特性，跟高度的社会性有关，

即：人的合作与批评。

犯错与受批评，是一个人成长道路

上必不可少的印迹。也可以说，人类社会

还没有设计出任何一种机制可以像批评

那样，将人性中的种种缺憾改变、弥补为

合作创新的动力。罗曼·罗兰一言以蔽

之：“倘若人活着不是为了纠正自己的错

误，克服自己的成见，扩大自己的思想和

胸怀，那么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但问题是，人的身上并没有“错

误”或者“正确”的工具化按键，纠正错

误不是按下某一个键，立马就“每于寒

尽觉春生”了。批评当然要有立场、讲

态度，但从根本上讲，批评的正确方

式，不是要靠某种手段去压制或战胜

一些人，而是要用知识的力量去赢得

人。我非常欣赏一个说法，批评本身只

是一种中介，而不是沟通的本身。

1837年，被称为“蜂鸟”的世界上第

一辆电动汽车出现了（内燃机汽车的诞

生还得等几十年）。但是，这一发明却遭

到来自汽车、石油界一些言之凿凿的批

评。加之巨大石油储藏的发现、长途公

路的兴建等多种原因，十几年后，电动

汽车竟然停产了。但后来电动汽车的重

新崛起证明，此前对它的那些批评很大

程度上是源于利益考量，而非科学的评

判。一位英国记者在其著作《重新思考》

中讲述这个实例后提出这样的思考：每

个人的认识能力都是有边界的。因此，

仅仅依靠批评者的地位来判断批评的

价值是值得怀疑的。

什么是有知识的批评？读罢另外一

段轶闻，可以有所体会——1979年的诺

贝尔经济学奖由威廉·阿瑟·刘易斯和西

奥多·舒尔茨共同获得。有意思的是，两

人赖以成名的二元经济理论和人力资本

理论，是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并且只要

涉及学术观点，他们始终坚持相互的批

评。但评委们恰恰认为，这种“知识的批

评”和“批评的知识”，对经济学的发展是

“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因此，

他们有理由一起分享荣誉。

批评要有知识，但只有促进发展

与进步的知识才有力量。恩格斯在研

究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

后，写下了重要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

况》。但在后来再版的序言中他写道：

“这本书所描写的状况，至少就英国而

言，现在许多方面都已经成为过去。”

革命导师总是站在时代与知识的前

端，因此，经历了百年历史风云，人们

依然坚信，他们的理论“是对的”。

当然，进行有知识的批评首先自

己要有知识。清代有个年轻诗人写了

400余行的诗请袁枚推荐。袁枚看后，

将前人咏葵花的诗句题写在上面：“能

共牡丹争几许，被人嫌处只缘多。”既

批评了诗抻得太长，又留足了面子，学

子焉能不服？说到这里想起，鲁迅先生

虽对袁枚远离现实的靡丽文字多有批

评，但提到《随园诗话》，先生如是说：

“不是每个帮闲都作得出来的。”可以

看出，鲁迅并不喜欢其文品，但又不否

认其学问。这种充满了学识气息的批

评，告诉我们何谓大家风范。

《史记》中，但凡有头有脸的人干

了蠢事，司马迁总以“为天下笑”这几

个字为评。或许，对那些无知识含量

的批评，亦可用以评之。

有知识的批评有力量
■郑蜀炎

●向先进典型学习，就要深
刻感悟他们纯粹的内心、忘我的境
界、高洁的灵魂，从中汲取强大的
精神力量

面对台风和巨浪，黄群、宋月才、

姜开斌三位同志挺身而出、英勇无惧，

为保护国家重点试验平台壮烈牺牲。

习主席近日作出重要指示，赞扬他们

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号

召广大党员干部以他们为榜样，坚定

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

尽责、许党报国。

我们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

一批批先进典型如灿烂的群星，璀璨

夺目，光耀苍穹，为祖国增添光彩，

为时代标注坐标。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主席多次对学习先进典型作出重要

指示，指出：“向先进典型学习，可学者

多矣！最关键是要学精神、学品质、学

方法。”为我们深刻理解先进典型的精

神内涵、激发学习的内在动力指明了

方向和路径。

“东风露消息，万物有精神”。无

论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是一个

人，都是靠精神站立的。精神的强大

才是真正的强大。在我党我军90多

年的光辉历程中，形成了井冈山精神、

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两弹一星”精

神、载人航天精神等一系列伟大精神，

支撑了民族的脊梁，书写了“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壮丽篇章。在

这一奋斗历程中，涌现出杨靖宇、赵一

曼、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王进喜、

焦裕禄、谷文昌等一大批英雄模范和

先进典型。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有无

数英模人物和先进典型为实现伟大梦

想接续奋斗，他们的故事令人感怀。

苦干惊天动地事的林俊德、“千人计

划”专家黄大年、用生命挽救战机的张

超、为国守岛32年的王继才……他们

的岗位虽然不同，但都是时代先锋，都

有一颗金子般发光的心，都在自己的

生命年轮中，打下了最绚丽的印记。

他们的精神集中到一点，就是对党和

国家的无限忠诚，就是人民公仆的责

任担当，就是不忘初心的接续奋斗。

向先进典型学习，就要深刻感悟他们

纯粹的内心、忘我的境界、高洁的灵

魂，从中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做到对

党忠诚、恪尽职守、不怕牺牲，把许党

报国之志融入伟大事业之中。

惟吾德馨，是古人所追求的一种

道德境界。从灵魂中溢出的道德芬

芳，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在后天

的修养和积累中得来的。在先进典型

的身上，我们总能看到这种严于律己、

严以修身的精神。像焦裕禄在实践中

养成的每日对自己的言行“过电影”的

习惯，像谷文昌“不带私心干革命，一

心一意为人民”的承诺践诺，像杨善洲

“手中的权力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

事”的自律与坚守……都为我们树立

了修身养性的榜样。正是这种勇于自

我革命的精神，使他们在一点一滴中

逐步完善自我、纯洁自我。做人有品

位，道德居其先。以先进典型为榜样，

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把道德

的标准严起来；就要常怀见贤思齐、见

不贤而内自省的自觉意识，经常为自

己“剪枝打杈”，把昂扬正气树起来；就

要勇于投身于社会变革之中，在艰苦

环境中锻炼摔打自己，把党员的样子

立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在纷繁复杂

的社会环境中做到心有定力，始终不

放纵、不越轨、不逾矩。

以先进典型为镜，还可以照出不

足、发现差距，进而正视问题、补齐短

板、迎头赶上。学习先进典型是具体

的，必须时时对照，躬身践行；学习先

进典型是长期的，必须持之以恒，久久

为功；学习先进典型更是自觉的，不为

外力所迫，从内心深处真正把先进典

型当作标杆和楷模，入心入脑、心动行

随。如此始终坚持做最好的自己，才

能走进先进的行列。

以
先
进
典
型
为
镜

■
贤

文

●批评本身只是一种中介，
而不是沟通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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