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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有所思学习要论

一 得

爱国奋斗，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民族基因，是新时代
高扬的主旋律

工作研究

前不久，中组部、中宣部印发《关于
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深入开展“弘扬爱国
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的通
知》。这是十九大以来党中央作出的一
个重要决策，是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
示精神、加强团结引领服务知识分子的
重要举措，是在中华大地弘扬爱国奋斗
精神、形成团结奋斗生动局面的重要实
践。新时代呼唤广大知识分子、呼唤革
命军人，也呼唤所有中国人弘扬爱国奋
斗精神，努力建功立业。

一

爱国奋斗，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代
代相传的民族基因，是新时代高扬的主
旋律。

爱国理所当然。在国家机器尚未
同青铜斧和纺车一起放入考古陈列馆
之前，国家仍然是人类生存发展以及
获取安全、福利的基本单元，爱国具
有天然的合理性、正当性和神圣性。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
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
是国民应该具备的道德素质。诚如陶
行知所言：“国家是大家的，爱国是每
个人的本分……凡是脚踩中国之地，嘴
吃中国五谷，身穿中国衣服的，无论男
女老少，都应当爱中国。”

爱国必得奋斗。爱国是实际行动
而不仅仅是美好理念、标语口号，爱国
是经年累月的情感积淀而不仅仅是一
时兴起慷慨激昂的抒发，爱国是攻坚克
难的负重前行而不仅仅是高谈阔论、吟
诵唱和。爱国必然也必须伴随着脚踏
实地的奋斗，它是夙夜在公、舍私为公
的付出，是胼手胝足、摩顶放踵的努力，
是前仆后继、勇于牺牲的奉献。

爱国奋斗精神是爱国情怀和奋斗
精神的合称，是深怀爱国情感，为国家
的独立、统一、完整，为国家的安全、发
展、振兴，为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艰苦奋斗、顽强奋斗、不懈奋斗的
伟大精神。爱国是基础，奋斗是保障；
爱国是情感，奋斗是行动；爱国是出发
点也是落脚点，奋斗是关键点，更是爆
发点、支撑点。

作为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人
民的骄傲，我国广大知识分子也是国家
的宝贵财富，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
高远的治平之志和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从春秋战国时期孟子的“如欲平治
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到汉代
贾谊的“国耳忘家，公耳忘私”；从唐代
李白的“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到
宋代苏东坡的“为国者终不顾家”；从明
代海瑞的“丈夫所志在经国，期使四海
皆衽席”，到清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
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知识分子
的爱国之情、许国之愿、报国之志贯穿

着整个中华文明史，回荡天地、震古烁
今。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制
度的建立，为知识分子建功立业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在那个山河破
碎、华夏沉沦的年代，延安成为了知识
分子无比向往的“圣地”。抗战爆发后，
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多达 4万
多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
业待举的日子里，大批中国留学生，兴
起了一股回国浪潮。他们唱着根据《打
倒列强》曲调填词的《赶快回国歌》，放
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祖国，以报
效国家的卓越贡献生动诠释了“爱国奋
斗精神”的深刻内涵。爱国奋斗，前有
古人，后有来者。无数仁人志士一代代
的奋斗，成为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丰富思想营养和强大精神激励。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弘
扬爱国奋斗精神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
意义。

踏上新征程必须弘扬爱国奋斗精
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
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我们已经
取得一系列可以告慰先人的辉煌成就，
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
了历史性变革。但是，中华民族真正伟
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
能实现的。进入新时代并不意味着从
此进入坦途，“更接近”远不等于“已到
达”。必须像毛主席当年所要求的永远
牢记“两个务必”，像习主席所号召的
“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
以“万里长征刚刚走完第一步”的精神
状态踏上新征程。

应对新挑战必须弘扬爱国奋斗精
神。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
调整时期，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十分突
出。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
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贸
易摩擦和贸易战硝烟四起，恐怖主义、
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
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从国内
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将在很
长时期存在，脱贫攻坚任务艰巨，社会
矛盾和问题错综复杂，生态环境保护任
重道远……要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
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有
赖于大力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凝聚全民
族的智慧和力量，以国家至上、民族至
上、人民至上的云水胸襟肩负起属于我
们这代人的历史担当。

建功新舞台必须弘扬爱国奋斗精
神。习主席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宏伟目标，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加渴求人才。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
猛发展、日新月异。近年来，我国科技
事业虽然实现了历史性、整体性重大变
化，但还面临重大科技瓶颈。要实现突
破，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
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
慧社会，要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给广大
知识分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为国家、为
民族建立功勋的宽广舞台。爱国奋斗，
生逢其时；实现人生价值，惟有爱国奋
斗。

三

知识分子践行爱国奋斗精神，最
关键的是强化政治引领。必须充分认
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社
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爱国与爱
党、爱社会主义高度一致，坚持好党的
领导，坚持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方能建设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要学习钱学森、邓稼先、郭永怀等
为代表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学习黄大
年、李保国、南仁东、钟扬等为代表的
当代优秀知识分子，坚定“四个自信”，
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对新时代爱国
奉献精神、党和国家奋斗目标的思想
认同、情感认同、价值认同。

知识分子践行爱国奋斗精神，最重
要的是立足本职作贡献。习主席指出，
每一项事业，不论大小，都是靠脚踏实
地、一点一滴干出来的。知识分子要面
向实际、深入实践，严谨务实、苦干实
干，做有理想、有学问、有才干的实干
家，不尚空谈，不眼高手低，不好高骛
远。在本职岗位上以自己的所学专长
撸起袖子加油干，就是最好的爱国行
动。尤其是祖国最需要的基层、艰苦地
区和紧缺岗位，更是广大知识分子大显
身手、为国建功的好地方。

知识分子践行爱国奋斗精神，最迫
切的是激发创新活力。“把科技创新这
个强大引擎发动起来”，要求广大知识
分子活跃起来、勤勉起来、战斗起来，努
力提高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创能力，用智
慧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去创新创造。
核心关键技术是有钱也买不来的，只能

靠我们自己奋起直追。勇立潮头、探索
未知，原本就是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品
格，是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的重
要标识，更是今日爱国奋斗的最佳路
径。

四

新时代，随着文化水平的提升和兵
员结构的优化，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人民
军队的主体，我们革命军人要做爱国奋
斗精神的模范践行者。

杜甫笔下描绘了一幅壮美的军旅
人生图：“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
一身戎装系着国家的安危，“执干戈以
卫社稷”，军人的职责庄严而神圣，爱国
奋斗当是军人的本分。

爱国奋斗，就要把履行新时代军队
使命任务作为人生追求。革命军人属
于祖国，革命军人的事业也是祖国事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把个人志向和追
求与国家的利益、社会的需要、军队的
建设紧密联系起来、统一起来，在服从
国家需要和军队建设大局的前提下发
展个人志向，才能获得宽广的发展空
间，也才能最终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军人的青春是加倍
的奋斗；奋斗的人生最出彩，革命军人
奋斗的人生加倍出彩。

爱国奋斗，就要随时准备为祖国效
命疆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革命军
人必须坚决克服各式各样的“和平病”，
时刻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时刻心系
国家安全，时刻坚守备战打仗主责主
业，不断提高打赢能力。要有不甘平
庸、为国建功的远大志向，“男儿何不
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要有不辱
使命、舍我其谁的主动担当，“但使龙
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要有不
怕苦累、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晓战
随金鼓，宵眠抱玉鞍。”要有不畏强敌、
敢于亮剑的必胜信念，“相看白刃血纷
纷，死节从来岂顾勋。”要有不惧牺牲、
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青山处处埋忠
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战斗在硝烟弥漫、炮声隆隆的训
练场演习场，战斗在云诡波谲、瞬息万
变的高空远天，战斗在疾风怒涛的大
洋、危险寂寞的海底，战斗在荒无人烟
的高山海岛、边关哨卡，战斗在大漠戈
壁、深山老林的试验基地……广大革
命军人，必将以爱国奋斗作为崇高价
值追求，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建功新
时代。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时代
■刘正斌

习主席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上指出，宣传思想干部要不断增强脚
力、眼力、脑力、笔力。这一重要思
想，立起了宣传思想干部的工作指向
和能力标准。部队政治干部是军队宣
传思想工作的组织实施者，更要自觉
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以强烈的
使命感和紧迫感，在增强脚力、眼
力、脑力、笔力上下功夫。

脚力，就是迈开双脚、调查研
究、掌握实情的功力。部队工作千头
万绪，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政治
干部只有深入调查研究，才能了解真
实情况，破解矛盾问题。要到火热的
强军实践中去。当年，毛泽东用 32
天步行 700 多公里，实地考察后写成
了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如
今，政治干部要走出办公室，牢记备
战打仗主责主业，多到训练场、演练
场和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现场，把现
状搞清楚，把需求搞清楚，把问题搞
清楚，使工作实起来。要到鲜活的基
层一线去。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
就沉淀多少真情。政治干部要以对事
业负责的初心、服务官兵的细心、向
官兵学习的虚心，与基层官兵广交朋
友，倾听心声心语，掌握思想动态，
提升工作针对性。要到矛盾困难集中
的地方去。近距离、零距离，能更好
地感知矛盾的关键点、根源处，找到
解决问题的妙点子、好法子。政治干
部应当坚持问题导向，迎着矛盾困难
上，摸清部队真实情况，探寻问题根
本症结，不断获得亲知、真知、深
知。

眼力就是观察、发现、辨别的功
力。艺术家罗丹说过，世界上不是
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是被太上老君
投入炼丹炉七七四十九天炼出来
的。政治干部要达到既见人之所
见、又见人之所未见的境界，就必
须练就好眼力。要关注八方。始终
关心大势、关切大事、关注大局，
不断开阔视野，避免认识局限。要高
度关注社会热点、部队难点、官兵焦
点，善于多方面、多角度观察问题，
广泛接收信息，提高认识能力。要洞
察秋毫。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
政治干部要勤于观察部队建设的具体
方面、具体过程、具体问题，善于从
细枝末节和细微变化中发现问题，通
过分析梳理知你我、辨是非、分真
假、断美丑。要见微知著。善于从苗
头萌芽中发现倾向性问题，从个别现
象中发现事物的发展趋势，从偶然偶
发中发现部队建设的内在规律，增强
由小及大、由点及面看问题的能力。
特别对政治性问题，要以敏锐的政治
眼光，透过现象看本质，始终把握坚
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脑力，就是思维、思考、思想的
功力。爱因斯坦说过，只有你的眼睛
能看见东西，那是不会发现什么的，
还要你的心能思考才行。延安时期，
毛泽东为《新中华报》题词，只有两
个字：多想。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
作，必须增强脑力，使自己在思想上
强健起来。要在学习中增强脑力。学
习是立身之本，也是提升素质、增强
脑力的必由之路。政治干部要深入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加强理论政策和法规制度学习，
博览群书、广泛涉猎，不断完善知识
结构，为思想注入活力。要在研究中
增强脑力。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
则殆。如果瓦特看到水开后壶盖被顶
起的现象视而不见、牛顿对苹果从树
上掉下砸到头上无动于衷，自然不可
能发明蒸汽机、万有引力定律。政治
干部遇事应多动脑，多想几个为什
么，多思几个怎么办，让脑子装着问
题，让思维活跃起来，不断拓展思想
的广度和深度。要在实践中增强脑
力。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实践是思想的源泉和动力，投身

强军事业是增强脑力的最佳途径。政
治干部要躬身实践，自觉承担起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
象的使命任务，不断提高能力素质。

笔力，就是用手中的笔驾驭文
字、提炼观点、表达思想的功力。
作家魏巍用 《谁是最可爱的人》 立
起了志愿军战士的英雄形象，记者
穆青用 《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
裕禄》 为领导干部树立了榜样。笔
力是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功，是政
治干部必须掌握的本领。要多看经
典多练笔锋。政治干部应当成为政
工专家、军事行家和知识杂家，要
多看经典原著，常读名篇佳作，广
泛涉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历史
人文、文学艺术等方面知识，厚实
自己的功底。要多写多练多磨，不
断磨练文字功夫，砥砺表达能力，
提升写作技巧。要积蓄思想积累素
材。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
小流，无以成江海。政治干部要紧
跟新时代的步伐，注重积累好思
想、好理念、好素材，创新传播方
式和话语方式，推动习近平强军思
想进入官兵头脑、进入工作实践。
要提炼思想总结规律。好笔力不是
简单的情景再现，更重要的是用深
刻的思想启迪官兵。政治干部要坚
持真、平、情、活的原则，善于用
手中的笔，宣传新理论，阐述新理
念，总结新经验，揭示新规律，以
思想火炬照亮强军行程。
（作者单位：武警河南总队政治工

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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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

习主席强调，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
和战斗力的基础，部队所有工作都要靠
基层去落实。学习领会这一重要思想，
结合对基层部队情况的调研思考，感到
加强基层建设，党支部必须充分发挥战
斗堡垒作用，提升标准、把握方法、改进
作风，抓好工作落实。

提升标准抓落实。上面千条线，下
面一根针。基层党支部是工作落实的
末端组织，是最直接、最灵活、最有效的
执行群体，抓落实必须提高站位。要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自觉增强政治认同，树立
拥护核心的政治自觉，提升基层建设的
政治标准，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在基
层落地生根，保持基层建设的正确政治
方向。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基层党
组织责无旁贷、任重如山，哪怕只是 3
人支委的党支部，也要自觉把一切工作
置于强军兴军的大棋局中定位谋划、抓
好落实。要按照新时代强军兴军的实
践要求，增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组
织力、执行力，坚守备战打仗主责主业，
破除和平积弊，树牢争创一流理念，立

起质量效益标尺，带领官兵真正干事创
业，把习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在
基层落实好，把上级布置的各项工作任
务完成好。

把握方法抓落实。面对新条令、
新大纲、新体能规范等新标准的陆续
实施，基层党支部抓落实要抓住有利
契机，深入研究，把握方法。要善于
统筹协调“弹钢琴”，由党支部将工作
统起来，结合部队建设实际，把对上
与对下、当前与长远、重点与全面、积
极性与科学性统一起来，分清轻重缓
急，再将工作分下去，明确落实什么、
谁来落实、何时落实、在哪落实、怎样
落实、落实到什么程度，做到事事有
方案、有要求、有载体，从源头上杜绝
大而化之无法落实的问题。要善于
依法合规“搞合唱”，党支部严格贯彻
依法治军要求，吃透上级精神，把上
级指示融入单位实际，按照规章制度
办事，讲程序、有章法，让落实有章可
循，避免周计划不如日变化的打乱仗
现象，确保工作落实不偏向、不漏
项。三要善于久久为功“绘蓝图”，以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和持之以
恒的毅力，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紧
盯问题“钉钉子”，抓住难点问题，带
着深厚的感情、强烈的责任、破解的

决心，持续用力，让落实更接地气、更
有成效。

改进作风抓落实。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坚持狠
抓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部队
建设形势发生全面深刻变化，基层建设
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基层党
支部要积极适应新的形势，以良好的作
风抓好各项工作落实。要坚决消除等
靠要的思想，党支部一班人带头，支部
书记率先垂范，以令行禁止的作风，不
消极等待，不讨价还价，不折不扣执行
好上级指示要求，确保各项工作在基层
末端落实。要坚决戒除形式主义，切忌
为了眼前利益急功近利，为了个人政绩
弄虚作假，为了掩盖问题报喜藏忧，党
支部一班人坚持带头说实话、重实干，
遵循抓落实的规律，把握抓落实的火
候，拿出抓落实的举措。要坚决克服畏
难情绪，认清落实难是基层建设的短
板、是战斗力提升的瓶颈、是下大力才
能解决的问题，在党支部一班人、党员
干部和全体官兵中倡导担当精神，敢于
较真碰硬，勇于破解疑难问题，保持一
抓到底的狠劲、一着不让的韧劲和一丝
不苟的严劲，锲而不舍地把各项工作落
到实处。
(作者单位：91668部队政治工作部)

基层党支部要善于抓落实
■刘天维

几十年没打仗，没有战火硝烟“消

毒”，和平“病菌”已悄悄渗进我军肌

体。破除和平积弊，必须找准主要症

状，以增强清除工作的针对性。

和平积弊是一种“麻痹症”。如果

说战争是一团烈火，让人灼热、亢奋；那

么和平就是一池温水，让人舒坦、麻

痹。承平日久，有的官兵进入“醉太平”

状态，脑子里没有战争，记忆里没有苦

难，缺乏对安全形势、战争威胁的关注

和忧思。思想麻痹导致战斗力标准难

以真正立起来，精神和意志容易懈怠。

和平积弊是一种“幻想症”。当前，

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我国成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有的官兵认为，国力

强盛了，战争根本打不起来。甲午战争

前，清政府一味消极避战，幻想俄国、英

国等列强调停维护和平。日本的福泽

谕吉说得直白：“数千万言的万国公法，

可以用一声枪炮抹杀之。”历史以血的

教训告诉我们：战争并不遥远，和平要

靠实力，能战方能止战。

和平积弊是一种“软骨症”。南昌起

义前，贺龙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

他不为蒋介石许诺的500万大洋外加汉

阳兵工厂和武汉卫戍区司令所动，毅然

率部参加起义。战争年代，我军涌现出

大批贺龙元帅这样革命理想高于天的

“硬骨头”。和平年代，少数官兵个人主

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抬头，淡化了对

国家至上、集体主义、奉献精神的尊崇。

和平积弊是一种“贫血症”。朝鲜战

场上，美军最怕我军吹小号。当时的联

军总司令李奇微在回忆录中说：“它仿佛

是非洲的女巫，只要它一响起，共产党军

队就如着了魔法一样，全都不要命地扑

向我军。”我军就是靠着一股血性，打出

了一支钢少气多、让任何对手都胆寒的

军队。但和平环境使少数官兵战斗精神

弱化了，缺了些死磕到底的血性。

找出这四种主要症状，纠治和平

积弊就要有的放矢。要精准手术治

疗，对照问题清单，以等不起慢不得的

紧迫感向和平积弊开刀。要早发现早

纠治，决不能等到思想滑坡引发精神

世界坍塌才去诊治；要综合调理根治，

对思想麻痹、意识幻觉、精神懈怠、气

血不足等症状，多措并举、固本培元，

彻底去除病根子。

（作者单位：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给和平积弊把把脉
■况 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