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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典

基层是部队的基础，官兵是部队的
主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础扎实，
坚如磐石。要把政治工作的威信立起
来，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必须切实把
基层政治工作的威信立起来。

寸土必争守住阵地。如果阵地失
守，威信自然无从谈起，政治工作干部
首先必须坚守政治工作这块阵地。坚
守阵地必须笃信真理坚守真理。威信
源于真理的力量、信仰的力量。必须做
好固本培元、凝神铸魂的基础性工作，
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旗
帜鲜明地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唱
响正气歌。坚守阵地必须服务中心聚
焦打赢。要形成战斗力标准的鲜明导
向，让战斗精神鼓起来，强化打仗意识，
练好胆气血性。紧紧围绕中心任务开
展政治工作，及时根据部队任务修正调
整，坚持政治工作与部队实践同频共
振。坚守阵地必须与时俱进改革创
新。威信离不开弘扬传统，活力有赖于

改革创新。要把优良传统与信息科技
相结合，运用创新思维、创新举措、创新
手段抓好聚思想、促中心、保稳定、谋发
展的各项工作，用过硬的实绩赢得官兵
的衷心拥护和信赖。

旗帜鲜明坚持原则。原则性战斗性
是马克思主义及我军政治工作的最宝贵
品格。坚守立场敢于发声。要旗帜鲜明
地批驳错误政治观点，对不良倾向坚持
露头就打、有苗头就抓，用大道理管住小
道理、歪歪理，廓清官兵思想疑惑。求真
务实打假治虚。政治工作越真越实，威
信就越高。在工作中应做到谋实绩，树
立正确的事业观、政绩观，以战斗力为唯
一的根本的标准检验实绩；干实事，勤想
事、多干事，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求实
效，着眼政治工作归根结底要解决问题
这一功能，聚焦备战打仗、提高工作效
益。严守规矩谨慎用权。让规矩硬起来
了，政治工作威信也就自然立起来了。
强化法治思维，让法规纪律成为筹划工
作的原点；强化刚性执行，切实让法规纪
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强化依法指导，
越是信息化、越是现代化，越要法治化；
强化监督制约，确保各项工作都在“探照

灯”下运行。
坚持不懈提高能力。树立政治工作

威信，首要是把政治干部的威信立起来，
关键是把政治干部的能力素质强起来。
一是厚实理论根基。政治干部是教育引
导别人的干部，给别人一碗水自己要先
有一桶水，让别人信理论自己要先深信
不疑。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党
的创新理论，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
切实把其中蕴含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
和精神实质学深学透。二是增强军事素
质。政治干部只有积极投身强军兴军伟
大实践，带头研究分析，带头解决问题，
带头激发动力，带头参与训练，避免“靠
不上去、找不到位、插不上手、跟不上趟”
问题发生，才能彰显政治工作的巨大威
力。三是掌握方法手段。认真学习研究
政治工作的内容方法，掌握我军思想政
治工作的好传统好方法好手段，与时俱
进地继承弘扬；严格落实思想调查、备课
试教、教育准备会等制度规定，不断提高
授课能力；深入研究形势任务对思想政
治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广泛开展网络思
想政治工作，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时

代性感召力。
言行一致作好表率。对政治工作

威信伤害最大的就是领导干部知行不
一、表里不一、说做不一。树立政治工
作威信，最关键的就是要回到言行一
致、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的基本原则和
传统上来。在立言立德、立查立改上作
表率。树立“解剖自我”的检讨精神，紧
紧盯着习主席指出的政治思想和作风
上存在的“10个方面突出问题”，即知即
改、立言立行，通过点滴见效彰显政治
工作强大威力。在公正用权、清正廉洁
上作表率。政治干部一定要坚持公正
用权，公平处事，一言一行严以律己，下
决心让政治工作在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中重焕生机威力。在强化责任、勇于担
当上作表率。能担当就会有威信。面
对艰巨繁重的政治工作任务，每名政治
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必须强化担当意
识，深入研究政治工作的特点规律，破
解政治工作的难题，真正成为官兵的主
心骨、领路人，切实发挥好带动作用，以
行胜于言的实际行动把政治工作威信
立起来。
（作者单位：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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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把基层政治工作威信立起来
■林超平

种过葡萄的人都知道，要想葡萄长
得好，就必须提前摘掉一部分青果，为
的是不让其争养分。这正应了一句俗
话：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

然而，当前有的年轻干部觉得“技
多不压身”，以致“捡到盘子里都是菜”，
今天学会计，明天考司法，后天又学英
语，整天忙忙碌碌，结果与兵的距离远
了，手中的技能也荒了，时间一长，主业
成了副业，离原来设定的目标渐行渐
远。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主干与
枝叶的关系，让多余的葡萄吸收了过多
的养分。

选择越多，是否成功的概率就越
大？未必。荀子说：“蚓无爪牙之利，筋

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
也。”在成长成才的道路上，有时候选择
多了，精力也就分散了。一个人的精力
总是有限的，目标太多，反而“乱花渐欲
迷人眼”，看似硕果累累，实则东一榔
头、西一棒槌，捡了芝麻却丢了西瓜，得
不偿失。

习主席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
出：“刚参加工作的干部就像小树苗一
样，需要精心浇灌、修枝剪叶，基础扎
实了才能茁壮成长。”十年树木，百年
树人。年轻干部根子扎得深不深、实
不实，决定了以后能不能成为栋梁之
材。年轻干部要敢于修剪自己，及时
掐枝取叶，摘除那些争养分的“葡萄”，
让中心主业始终保持“顶端优势”，做
到干啥琢磨啥，干啥吆喝啥，干一行爱
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努力在自己的本
职岗位上创造新的更大业绩。

摘去多余的葡萄
■朱永杰

生活中处处有辩证法。就拿待

人接物来说，接待客人或到别人家做

客，毫无疑问应该热情客气，笑脸相

迎、端茶倒水，那是必须的，属于常理

常情。但如果热情过度，太讲客气

了，反而让人感觉很不自在，主客双

方都觉得别扭难受。怎样做到热情

适度、恰到好处？这也是一种需要智

慧的生活哲学。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怎么把握好度

的问题，否则过犹不及，事与愿违。真

理向前一步，哪怕是一小步，就会变成

谬误。本来，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待

人接物既有一整套完整乃至有些繁琐

的礼节规矩，也有简便易行真诚纯朴的

民间习俗。对待客人“恭敬不如从命”，

客人不愿接受的礼遇，就应当尊重客人

的意愿，不要拉拉扯扯强人所难。到别

人家作客“客随主便”，不要过分礼让使

主人难堪。超出这些常规礼节，过度热

情、太过客气，事情就发生变化了。马

克思曾经说过：“过分的严肃就是最大

的滑稽，过分的谦逊就是最辛辣的讽

刺。”现实生活中常见的一些现象，常使

人感叹马克思思想的深刻和语言的犀

利。比如，有的人见了领导就奉承，看

到同事就夸奖，而且话说得调门很高，

甚至有些肉麻，好像对领导特别尊敬佩

服，对同志特别热情客气，但结果给人

的感觉往往反而是“这人比较虚，不大

实在”。又如，朋友和同事之间、上下级

之间，互相有点人情来往，本来是非常

正常的事。但前些年变成逢年过节要

看望、互相来往要送礼，礼品越来越贵

重，这就变味变质了。正常的朋友、同

志和上下级关系变成了不正常的利益

交换关系，甚至变成了行贿受贿的违法

犯罪行为。结果不仅既害人又害己，而

且严重败坏了部队风气，损害了军队的

形象。

为什么会热情过度？有的是属于

思想方法和办事能力问题，不懂得凡

事要适可而止，不然容易走向反面，不

知道该如何把握好分寸，做到既到位

又不过头。这种认识能力和办事能力

上不足的问题，只要注意学习，多有几

次实践历练，不难得到解决。有的则

是与人交往的指导思想不够端正，功

利心太强造成的。与朋友同事交往，

总想着这人对自己有什么用、能帮上

什么忙；与领导打交道，总考虑怎样让

他对自己有个好印象，今后有机会好

关照。心里这样的小九九多了，虚情

假意、过度热情的言语行为就不可避

免地要冒出来。很多过度热情的言

行，都是出于对人有所求或有所惧，不

是真正纯洁的友情。这类过度热情的

行为，自己不要去学、不能去做，别人

拿“高帽子”戴到你头上、给你送钱送

物时，也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

学学《邹忌讽齐王纳谏》中邹忌的“自

知之明”。邹忌本来不如徐公美，但妻

子、小妾和客人都说他比徐公美。邹

忌晚上躺在床上自己想明白了：“原来

这些人都是在恭维我啊！妻子说我

美，是因为偏爱我；妾说我美，是因为

害怕我；客人说我美，是因为有求于

我。”邹忌没有被别人不切实际的奉承

话忽悠，留下了“人贵有自知之明”的

佳话。

“君子之交淡如水，平平淡淡才

是真。”真正的好朋友不需要那么多

客套，过于客气反而显得生分。陶渊

明在《五柳先生传》中写的五柳先生，

待人接物率性自然，在常人看来有时

候甚至有点不大懂礼貌。他生性喜

爱喝酒，家里穷得经常没有酒喝。亲

戚朋友知道他这种境况，有时摆了酒

席叫他去喝。他去喝酒就喝个尽兴，

一定喝得个醉醺醺的，喝醉了就回

家，竟然说走就走，连一句招呼都不

打。这种不讲客套的做法，自古以来

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觉得这才是真正

的纯真可爱。为什么五柳先生能够

这样做？原因在于他“不慕荣利”“忘

怀得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

贵”，即不羡慕功名利禄，不把个人得

失放在心上，不为穷困低贱而唉声叹

气，不热衷于追求升官发财。一个人

真正到了五柳先生那种境界，胸怀坦

荡、无欲无求，哪里还犯得着曲意逢

迎去讨好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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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从来都不只是用来膜拜的，
而是要从其身上汲取前行的力量。我
们学习王继才先进事迹，就是为了从中
感悟平凡孕育伟大的人生真谛，培塑爱
国奉献的价值追求，汲取用奋斗成就未
来的不竭动力。正是由于王继才成就
伟大的规律性、价值追求的时代性、崇
高精神的实践性，才使得这个伟大时代
的千千万万奋斗者，能够从王继才先进
事迹中，获得强烈的情感共鸣，接受深
刻的精神洗礼，内生高度的行动自觉。

英雄从不孤独，王继

才就在我们中间

自古功名亦苦辛，丹青难写是精
神。我们感动于王继才 32载坚守孤岛
的先进事迹，致敬其无怨无悔的坚守和
付出，礼赞他爱国奉献的价值追求，这
些感动、敬仰和礼赞，都源自对以王继
才为代表的新时代奋斗者的身份认同、
情感认同、价值认同。

王继才演绎的是每天都在祖国大

地上发生着的生动故事。王继才穷尽
生命为国守岛的感人事迹并非个例，一
个个王继才式的先进典型在其他各条
战线上也竞相涌现。无论是扎根荒岛
30年，为中国核潜艇研制作出巨大贡献
的黄旭华，还是扎根戈壁大漠 52载，参
与了我国全部核试验的林俊德；无论是
将有限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
中去，为世人立起了精神标杆的雷锋，
还是坚持 35年如一日，将毕生精力献给
山区生态建设和科技富民事业的李保
国。一个个光辉名字的背后，都有着一
段厚重而感人至深的先进事迹，他们来
自不同时期、不同群体、不同岗位，但都
做着和王继才一样有价值的事情，都有
着和王继才一样不平凡的坚守。英雄
是将平凡做到极致的佼佼者，是有着内
在价值谱系的集合体。站在历史与时
代高度审视，王继才守岛事迹并不孤
单，无数个和他一样的英雄人物恰如点
点星火，正一起汇聚成熠熠生辉的人生
灯塔，为世人照亮征途。

王继才诠释的是流淌在中华民族

血脉中生生不息的精神传承。一个人，
一辈子，坚守一个信念，尽心干好一件
事。茫茫黄海上的开山岛，被当地人视
为水牢，王继才却一守就是一辈子，将
无限热情奉献给祖国海防事业，用生命
铸就了永远高耸的精神丰碑。品味这

些先进事迹，我们可以发现，民族精神
无疑是王继才们身上具有的共同精神
标识。滚烫炽热的爱国之心，朴实无华
的奉献意识，埋头苦干的奋斗精神，等
等，都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应有之
义，他们共同塑造了优秀中华儿女血脉
基因的鲜明底色。王继才是从平凡走
向伟大的英雄，他身上积淀着中华民族
伟大精神的厚重底蕴，这种底蕴从来都
不是孤立的存在。在中华民族历史上，
无数仁人志士和王继才一样，身上都放
射出民族精神的耀眼光芒，共同推动了
民族精神传承的生生不息。

王继才高扬的是新时代逐梦人共

同的价值追求。崇高的人生追求，是造
就伟大、成就不凡的精神支撑。王继才
是平凡的，但他的人生又是极不平凡
的。没有人能够体会，面对异常艰辛的
孤岛环境，王继才是怎么挺过来的，若
是离开了崇高追求做坚实支撑，他又怎
能战胜长年累月的艰苦孤寂。王继才
身上呈现出的崇高追求令人敬仰，但他
并非孤立高地，而是融入了新时代逐梦
人的价值高原。在邹碧华身上，崇法尚
德、捍卫正义、敢于担当，就是他矢志不
渝的崇高追求；在兰辉身上，对党忠诚、
心系群众、忘我工作，就是他念兹在兹
的崇高追求；在罗阳身上，航空报国、敬
业诚信、兢兢业业，就是他无怨无悔的
崇高追求。崇高并不遥远，人人皆可崇
高。王继才等新时代逐梦人崇高的人
生追求，就是一种可学可攀的精神力
量，只要人人见贤思齐，英雄的光芒必
会洒满寰宇、耀亮中华。

英雄不会远去，王继

才始终与时代同行

时代呼唤伟大精神，时代孕育伟大
精神。王继才之所以能够感动亿万大
众，就在于他始终与时代共奋进，用不
平凡的坚守为时代精神注入新的内涵，
成为激励当下、影响未来的强大精神力
量，永远都是值得我们更加珍重、大力
弘扬的时代主旋律。

奋进新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

更需要牢铸忠诚。天下至德，莫大于
忠。忠诚，是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坚
定信仰，是一种不为任何力量所撼动
的坚韧执着。守岛就是守家，国安才
能家安。对王继才而言，32 载呕心沥
血的守岛岁月，正是他用生命提交给
党、国家和人民的忠诚答卷。这份忠
诚，生动诠释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党、国
家和人民的忠贞不渝。今天，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国共产

党坚强领导下，中华号巨轮正在驶向
民族复兴彼岸。我们拥有着前所未有
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
展挑战，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牢
铸绝对忠诚的政治品质，用忠诚凝聚
起坚不可摧的磅礴力量，用忠诚标定
好奋勇向前的正确方向。

奋进新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

需要讲求奉献。奉献，是一种高贵的精
神品质，是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32年
前，当人们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纷纷
下海经商致富时，怀揣组织厚重嘱托的
王继才义无反顾踏上了大海孤岛，将毕
生奉献给神圣的祖国海防事业，真正践
行了“一直守到守不动为止”的铮铮誓
言。新时代是一个人民大众勠力创造
美好生活、共圆中国梦的奋斗时代，有
奋斗就会有牺牲，有奋斗就更要讲奉
献。新时代的中国，是中华儿女赖以安
身立命的共同家园，是中华民族命运共
同体的坚实载体，每个人都是这个有机
体的一分子，都以各自方式影响着国家
和民族命运。只有每个人都秉持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
操，人人讲奉献，个个甘付出，才能支撑
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

奋进新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

需要苦干实干。苦干实干，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是改造世界、成就事业的必然要求。王
继才守岛 32 载，用拳拳之心和满腔赤
诚，守护着祖国的神圣海防前哨，用苦干
实干的实际行动，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
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当前，我国正处
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面对前进
道路上的沟沟壑壑、艰难险阻，我们要胜
利攻克横亘各处的“娄山关”“腊子口”，
就更加需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
头埋头苦干、真抓实干，像钉钉子一样，
一锤一锤接着敲，一颗一颗钉下去，创造
出实实在在的新业绩。

英雄出自平凡，人人

都能成为王继才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王继
才是从平凡走向伟大的时代楷模，他以
其始终不渝的坚定信仰、博大宽广的家
国情怀、舍我其谁的使命担当，为我们
立起了学有榜样、追有目标、赶有方向
的精神坐标。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是人人皆可出彩的时代。我们学习王
继才，就是要学习他身上蕴含的奋斗精
神，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
奋斗者，各自在平凡工作中书写不平凡
的人生华章。

要像王继才那样，做一个有信仰

的奋斗者。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
事。王继才之所以能坚守孤岛 32 年，
靠的就是坚如磐石的初心信仰。人民
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奋
进新时代，就要像王继才那样，牢固树
立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自觉铸
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
之舵，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深入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不可撼动的理
想信念，转化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
路，用信仰之力开创美好未来；自觉将
平凡岗位视为砥砺意志、升华信仰的
磨刀石，将矛盾困难视为检验意志、淬
炼信仰的试金石，始终让信仰信念的
明灯在心中闪亮，使之成为鼓舞自己
前行的强大动力。

要像王继才那样，做一个有情怀

的奋斗者。有情怀的人，才能以满腔
热情投入到波澜壮阔的人生旅程中，
才能在平淡的工作生活中永葆内心的
笃定坚守。王继才是一个有博大情怀
的人，他身居孤岛却胸怀祖国，以“国
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充分诠释
了汪洋大海般的家国情怀和精诚热烈
的赤子之心。奋进新时代，就要像王
继才那样，自觉将国家镌刻在心灵深
处，把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
紧密联结在一起，将个人奋斗置于国
家民族发展进步的大进程中，无怨无
悔贡献自己的光和热；牢固树立“中夜
三五叹，常为大国忧”的忧患意识，确
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
远大抱负，始终以昂扬姿态守好责任
田、干好分内事，甘愿为了国家民族利
益奉献自我。

要像王继才那样，做一个有担当的

奋斗者。习主席指出，“有多大担当才
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
成就”。王继才数十年如一日将自己牢
牢钉在祖国海防前线，在平凡岗位上成
就了不平凡的事业，充分彰显了一个奋
斗者的使命担当。奋进新时代，就要像
王继才那样，自觉认清个人在推进民族
复兴伟业中的使命责任，勇敢担当起自
己应有的使命，真正做到平常时候看得
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
得出来；自觉将担当意识转化为苦干实
干的实际行动，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
和勇往直前的奋斗姿态，咬定目标不放
松，撸起袖子加油干，一步一个脚印坚
定前行，立移山之志、聚万众之力，奋力
将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胜利推向
前进。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深入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 学习王继才崇高精神②

感悟平凡孕育伟大的人生真谛
■陶传铭

强军要论

群言集

工作研究

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释义：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中引用。此语出自《礼记·大学》，

意思是得到民心就能得到国家，失去民

心就会失去国家。

（冯 鹏、张天伦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