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新闻说修养

6军 人修养 E-mail:jfjbshyxy@163.com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０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徐文耀 张国强

凌晨起开始攀登，终于在日升时分

站在了泰山南天门的绝壁上。登顶而

视野广阔，极目远眺，感觉整个世界都

在脚下，曾经仰望入云的山峰，此刻也

成为平视或俯视的风景。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

天下”。一个人境界的提升，得益于他

不停地攀登。在攀登的过程中，他的眼

界、格局会因为视野的开阔而不断拓

展。从东山到泰山，含着寻求突破、超

越自我的人生追求，反映的是一种“登

高精神”。一生都向高处进发，终能达

到事业的顶峰。

从“小鲁”到“小天下”，蕴含着一种

“登高则境界愈高”的哲学智慧。“观于

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

的古语至今仍有启示意义：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人怎么能止步于一时的小有

所成呢？当然是要继续向前，去追求眼

界、胸襟和境界的新高度。人生旅途

中，我们惟有不断突破、不断超越自我，

方能“干霄凌云，而为栋梁之用”。

极目远眺——

人生需要“登高精神”
■吕炳宏/摄影 慕佩洲/撰文

拿破仑说，人是从苦难中滋长起来
的。对人生而言，苦难是一笔宝贵财
富，经过苦难浇灌的人生之花，终能结
出甜果。

让苦难开花，首先要不怕苦。有
风雨才会有彩虹，经历苦难才是完整
的人生。苦难能磨砺人的意志，使人
积淀处世经验，是迈向成熟、走向成功
的催化剂。特别是年轻人，吃点苦是
好事。苦难面前勇于接受挑战，就能
实现自我突破；害怕苦难甚至刻意逃
避苦难，就会失去成长进步的机会。
害怕吃苦的人，是干不成大事的；成功
的花，总是“浸透了奋斗的泪泉”。其
次是会吃苦。吃苦是为了有所收获、
取得进步。如果像毛驴拉磨那样，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简单重复自己，虽
然也是在吃苦，但苦得无效率。会吃
苦，就要在吃苦的过程中增长干事的
本领，积累做事的经验，不但要苦干，
还要讲巧干，在吃苦中不断加强学习，
增强素质，增加可持续发展能力，把苦
难当成前进道路上的垫脚石。

最后要达到以苦为乐的境界。以
事业心和责任感对待急难险重任务，把
别人眼里的苦差事当成甘之如饴的事
业来干，始终保持蓬勃朝气和昂扬锐
气，努力培养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积极
进取、百折不挠的军人品格，自觉做到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这样
不论在什么岗位、干哪项工作，都能干
出成绩、打造出精品。

苦难开花结甜果
■第313医院 张玉涛

把51张白纸重叠在一起，厚度最多

不过几厘米。但把一张足够大的白纸折

叠51次，厚度竟然超过了地球和太阳之

间的距离。人生从来不是平铺直叙，好比

白纸一般，如何“折叠”自己，决定着人生

的厚度、事业的成败。

“折叠”是智慧的迂回。毛泽东军事

生涯中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最初的

作战计划并非如此。红军因为急于一口

吃掉敌人，结果遇挫，被迫开始一渡赤

水。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声东击西，

穿插迂回，与敌人巧妙周旋，以三万劣

势兵力牵着数十万敌人的鼻子走，成就

了四渡赤水这一红军长征史上的光辉

战例。这次行动，周恩来称之为走“之”

字路。实践证明，最近的距离不一定是

直线，而看似“折叠”弯曲的“之”字路

线，往往是达到最终目的的最佳路径。

成事的最高境界在于，以最小代价换取

最大胜利。那些不讲科学的蛮干、急功

近利的“速成”，不仅难以到达成功的彼

岸，还可能在途中触礁、搁浅。像河流一

样“折叠”蜿蜒，才能避开挡在前面的障

碍，实现波浪式前进。

“折叠”是生动的重复。重复是工作

生活的常态，许多人都在“重复昨天的

故事”，但并非所有量的积累都能产生

质的飞跃。老驴拉磨般的简单重复、机

械重复，结局多是“原地转圈”“涛声依

旧”。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说：“大部分

人在二三十岁上就死去了，因为过了这

个年龄，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此后的

余生则是在模仿自己中度过。”书圣王

羲之的《兰亭序》，被公认为“天下第一

行书”，就是因为其中充满着变化，所有

重复的字都作了不同形态的处理。在

“折叠”中创新，在创新中重复，坚持“不

作寻常重复”，进行生动的重复，方能书

写出彩华章。

“折叠”是耐心的坚持。有人做过一

个计算：如果干一件事的成功率仅为

1%，反复尝试100次，成功的概率竟然能

达到63%。世界上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

但有水滴石穿的奇迹。通向成功的道路

好比一场马拉松，比拼的不是速度而是

耐力。一直“折叠”下去，就能“撕小口打

大仗、积小胜为大胜”，把简单做成不简

单，使平凡变成不平凡。正如英国著名小

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所说：“一件微不

足道的日常小事，如果你坚持去做，就能

胜过那些艰难的大事。”

“折叠”是“折磨”的叠加。有人

提出过“坎理论”，就是要过关卡，上

台阶，好比爬山越岭，上到一定高度，

就过了一个坎。成功多是苦难辉煌，成

长多为浴火重生。想要前进，最快的脚

步是“负重”，因为“挑担子的比散步

的走得快”。走不出自己的“舒适区”，

就是倒退的开始。其实，成长就是与自

我的搏斗，与自我的较量，与自己较劲

才能有长进。吃得苦中苦，方能有所

成。敢于到吃劲岗位“淬火”，到艰苦

一线“蹲苗”，在事上磨练自己，用时

间灌溉自己，多挑战“不可能”才可能

超越自己，使人生不断迈向新的高度。

人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可以增

加人生的厚度。把握好“折叠”的学问，付

诸有力的行动，就能成就精彩人生。

善于“折叠”自己
■陈大昊

●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是
军人报效国家的思想前提和情感
基础，是军人为国尽忠的强大精
神力量

回顾时代楷模王继才的一生，“守

岛就是守家，国安才能家安”始终是他

最朴实的情感和观点。在开山岛坚守

32年，他和妻子坚持每天升起国旗，

让鲜艳的五星红旗昭示祖国的主权和

尊严。在岛上一万多个日日夜夜里，

王继才坚持每天按时巡岛，护航标，写

日志，与走私、偷渡等不法分子作斗

争，有力捍卫了国家利益。作为军人，

爱国当学王继才，应该认识到，崇高的

爱国主义精神，是军人报效国家的思

想前提和情感基础，是军人为国尽忠

的强大精神力量。

“空有爱国之情，而无报国之志”，

不是真正的爱国者。历史上，人们把

热爱祖国、保卫祖国，看成是军人应有

的责任担当和军人行为的最高准则，

并以此为标尺来评价军人思想道德水

平。《诗经》中就借慷慨从军的武士之

口，表达了与王同仇、爱国杀敌的职责

意识：“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

仇”。《左传》中提出：“将死不忘卫社

稷，可不谓忠乎？”炮火连天的战争年

代，军人能够为了保家卫国而不惧牺

牲；和平时期，我们不能因为鲜有冲锋

陷阵、流血牺牲的机会而丧失斗志、懈

怠思想。应该树立这样一种信念：当

战争袭来，一旦国家领土、主权和安全

遭到侵犯时，我们就应坚决听从党召

唤，激扬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头可断、血可流，祖国寸土不能丢”。

当敌对势力、分裂势力、邪教势力和违

法犯罪分子破坏捣乱时，就应该挺身

而出，坚决斗争，勇于用鲜血和生命捍

卫国家、民族的尊严，维护人民的利

益。当洪水肆虐、地震突袭，国家安全

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威胁时，就应该

全力以赴，奋不顾身，做到危难时刻冲

得出来、生死关头豁得出来。

对军人而言，爱国就要立足岗位

练精兵。王继才虽然只是千千万万普

通民兵中的一员，却始终以一名“优秀

士兵”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苦练

军事技能，学习海防知识，多次在民兵

比武考核中取得优异成绩，真正干一

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军队首

先是个战斗队，必须坚持一切建设和

工作向能打胜仗聚焦”。能打仗、打胜

仗，是军队存在的价值所在，是党和人

民对我军履行职能使命的根本要求，

是部队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就应该时刻牢

记“军人生来为战胜”“战场打不赢，一

切等于零”，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和使命

意识，始终做到脑子里有任务，眼睛里

有敌情，肩膀上有责任，胸腔里有激

情。着眼提高军事素养，努力学习先

进军事理论，特别是与本职工作密切

相关的军事高科技知识，提高驾驭高

新技术武器装备的能力。着力创新训

法战法，掌握克敌制胜的招数，结合战

备训练和执行重大任务，磨砺过硬的

心理素质，强化应对各种急难险重任

务和高技术条件下作战的心理适应能

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为能打胜仗奠定

坚实的素质基础，不断提升完成多样

化军事任务的能力，确保召之即来、来

之能战、战之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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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梦想离不开奋斗，志存
高远还要脚踏实地。个人的奋斗要
与新时代使命任务紧密结合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当我们
有意为成功探索支撑因素时，可以发现
成功的人都有着大致相同的奋斗轨迹，
他们都能认真地“把握生命里的每一次
感动”，用实际行动为成功积极创造不
可或缺的条件。

拿破仑说：“我成功，是因为我志在
成功。”成功的人都有梦想。“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你的思维决定了你会
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有什么样的梦想注
定了你会取得怎样的成功。渴望成功的
心因为有了梦想而有了拼搏奋斗的方
向。梦想是有具体目标的，每个人都可
以着眼长远、立足当下确立一个可行的
小目标，最终汇聚成大目标，实现梦想。

实现梦想离不开奋斗，志存高远还
要脚踏实地。习主席指出：“幸福和美
好未来不会自己出现，成功属于勇毅
而笃行的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当我们确立了一个目标，通过努
力得以实现，幸福感会油然而生。在
奋斗的过程中会遭遇挫折，但挫折正
是自我提高、实现飞跃的好时机。生
命的意义在于超越自我、不断创造，
在奋斗的季节我们不应选择平庸的安
逸。在挫折中奋起，就如在风浪中扬
帆，一定能搏击出美好的未来。正像马
克思所说：“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

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
奋斗中要及时反思总结。正如老话

所讲“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是由一次
次失败组成，每一次失败都是向成功靠
近了一步。之所以能从失败走向成功，
关键在于成功者善于从一次次失败中
反思总结，及时地查漏补缺，吸取经验
教训。恩格斯说：“无论从哪方面学习，
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
来得快。”从错误和失败中吸取教训，从
一次次小的成功中总结经验，是增智
慧、长才干、寻找新突破的过程。反思、
总结是一种升华、清空，反思总结了这
一步才好开始下一步，清空才能知道自
己缺什么并及时加以弥补。提高不快、
原地踏步、停滞不前的人，大都不善于
及时反思总结；善于反思总结的人，能
力提高得快，进步也会比别人快。正是
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反思总结，才能形
成新认识、指导新实践、实现新发展。

个人的奋斗要与新时代使命任务
紧密结合。我们每个人的奋斗，只有与
国家、民族和军队的发展相合拍，履行
好新时代使命任务，才能更好地实现人
生价值。马克思说：“只有在社会中，人
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
的存在。”对国家和民族富有使命责任
的梦想才是真正的志向高远。“新时代
属于每一个人”“新长征路上，每一个中
国人都是主角、都有一份责任”。在新时
代有新作为，关键是要提高把握时代机
遇、扛起使命担当的素质能力，努力适
应形势任务的发展，把自己锻造成强军
事业需要的人才，努力做强军兴军的见
证者、实践者。

（作者单位：武警特警学院）

梦想成真惟有奋斗
■朱 锐

●学习王继才的先进事迹，就
要像他那样，坚守入党誓言，把为
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作为毕生
追求。就要做一个有信仰信念的
人，做一个胸中有家国的人，做一
个敢于牺牲、乐于奉献的人

新时代奋斗者的楷模王继才，一个

显著的精神特质和优秀品质就是对党

忠诚。他用行动书写出一份新时代共产

党人爱国奉献、许党报国的忠诚答卷。

学习王继才的先进事迹，探求他的人生

轨迹，每一个人都应该对标自省，问问

自己能不能像王继才那样自始至终恪

守忠诚的品质。

“善莫大于作忠”。忠诚作为大善大

德，是“骨子里透射出的一种气质底

色”，是根植灵魂深处的一种秉性和追

求，既需要涵养锤炼，也需要执着坚守。

王继才在“缺水没电，条件艰苦，没人能

长期值守”的开山岛上，一守就是32年，

直到因病逝世。32年 11600多天，对于

历史长河来说，只是弹指一挥间；然而，

对于生命个体来说，却意味着艰苦与孤

独相伴之下的漫长煎熬，意味着无数次

风吹浪打面前的历久弥坚。王继才用32

年的坚守诠释了一个道理：生命有刻

度，忠诚有硬度，熔铸忠诚的生命纵死

犹生，敢于拿生命践行的忠诚才能如铁

似钢、靠得住。我们常讲，共产党员是

“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这种铁血忠诚应

该就是“特殊材料”的重要因子。“一次

入党，一生向党”，对党忠诚是需要坚守

的。学习王继才的先进事迹，就要像他

那样，坚守入党誓言，把为党和人民的

事业而奋斗作为毕生追求，秉持“石可

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

赤”的品格，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浪和

诱惑，都不迷失、不动摇、不退缩，任何

时候都听党指挥，言行一致，不当“墙头

草”“两面人”。

忠不忠，看行动；诚不诚，看过程。

衡量一名党员是不是真忠诚，不仅要看

怎么说，关键要看怎么做。王继才生前

是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岗位普

通平凡，可他身处平凡却不平庸，面对

艰苦选择奋斗，苦练军事技能，多次在

民兵比武考核中取得优异成绩；自己动

手修缮营房、建设码头，硬是把一个海

上荒岛建成了美好家园。这是一种什么

精神？是忠于职守、忠诚担当的精神。相

比之下，有的同志身处关键岗位，工作

生活条件远远优于王继才，可是忠诚与

担当却只喊在嘴上，抓工作表态快调门

高，就是不扑下身子干实事；有的棘手

问题面前“耍滑头”，矛盾困难面前“绕

道走”，不想争第一，只求“不垫底”。邓

小平同志曾讲，“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

都没有”。同样，岗位职责面前不作为、

不担当，半点忠诚都没有。尤其应该看

到，当前部队转型建设正处在爬坡过坎

阶段，新旧矛盾交织，亟待解决的问题

很多，如果不真抓实干、攻坚克难，转型

建设势必举步维艰。向王继才同志学

习，就要像他那样，“干”字当头，苦干实

干、撸起袖子加油干，以求真务实、敢于

担当的作风，把手头上的每一项工作都

干精彩，把肩头上的每一项职责都尽到

位，工作中遇到的每一个难题都不放

过。惟如此，忠诚才能成为砥砺奋进的

号角，成为感召群众的火炬。

面对恶劣环境，面对人们不解，面

对金钱诱惑，面对亲情牵挂，是什么让

王继才在孤寂的小岛上坚守了32年？王

继才的回答有三句话：一句是，“家就是

岛，岛就是家”；另一句是，“答应了就要

兑现，承诺了就要坚守”；第三句是，“我

是一名共产党员，为了一个信仰，我会

一直守到守不动为止”。朴实无华的三

句话，道出的却是忠诚的一个行动法

则：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党

和人民的利益甘愿牺牲奉献一切。这是

党章中的明确规定，也是每个党员和军

人应尽的义务。然而在市场经济利益交

换规则的冲击下，今天有些人讲起信仰

与牺牲来却不那么理直气壮，有时甚至

面临被遗忘、被嘲讽的局面。由此也导

致有的把入党当成“捞取个人好处的资

本”，把从军入伍当成“谋生活的途径”，

把为党干事当成“等价交换的筹码”，出

现了各种“歪歪理”乃至奇谈怪论、扭曲

心态，这也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人生步

入歧途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崇高的事

业需要崇高理想的引领，需要千千万万

有坚定信仰和崇高追求的人去建设。岗

位可以平凡，但理想决不应被虚化、矮

化、荒漠化。像王继才那样对党忠诚，就

要做一个有信仰信念的人，做一个胸中

有家国的人，做一个敢于牺牲、乐于奉

献的人，时时处处多想“能为党做什

么”，而不是“党能给什么”。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

也”。王继才为新时代奋斗者标定了一

种价值高度。像王继才那样对党忠诚，

不仅应是广大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的共

同价值追求，更应成为每名同志脚踏实

地的行动。

（作者单位：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

把忠诚刻在奋斗的年轮中
—像王继才那样对党忠诚

■张 剑

习主席对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王继才同志爱
国奉献的一生，号召要大力倡导这种爱国奉献精神，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
的价值追求。

连日来，各类媒体对王继才同志的先进事迹作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报道，
在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中引发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王继才同志 32年坚守
海防前哨，称自己“会一直守到守不动为止”。一句承诺，一生践行，他的先
进事迹带给人们深深感动。感动之余，我们应该思考，作为新时代革命军
人，应当向王继才同志学习什么？

从今日起，本版推出“学习王继才同志崇高精神和闪光品质”系列文章，
与广大官兵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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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
可以增加人生的厚度。把握好“折
叠”的学问，付诸有力的行动，就能
成就精彩人生

学习王继才同志崇高精神和闪光品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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