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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边随笔
言简意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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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寄语

忆传统话修养

平常思维中，一个人身上的闪光
点，往往是被人表扬的优点。其实，善
于发现自身做人做事中的缺点不足，
对于个人成长进步而言，益处更大。

现实中，个别同志喜欢听“批评
式表扬”，认为不留面子指出缺点的
“难听话”都是偏见。殊不知，过分加
工修饰的委婉表达，大多听了就忘，
而真实反馈缺点的犀利言辞，才能让
人“红脸出汗”记忆深刻，对我们完善
自我，不断进步帮助更大。

缺点的“魅力”在于真实。被表
扬的优点可能存在虚夸，但缺点与

不足往往是真实反映。直截了当地
检视自身缺点，能使我们对自己有
一个更加准确全面的清醒认识，避
免迷失于“自我感觉良好”，从而一
步一个脚印地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真正的智者，能够在接纳他人批评
的同时，善于发现自身缺点，让它成
为完善自我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古
时巧匠制木，直木可为辕，曲木可为
轮，长木能做栋梁，短木可以做拱
角。同理，有些缺点当下看着是短
处，或许将来就可能弥补成为长处，
关键看怎么对待它。

发现缺点的“魅力”
■徐 韬

扣球是排球运动中最重要的技
术之一，是得分、得势的重要手
段。扣球大多数情况下是主攻手和
二传手配合完成的，好的主攻手能
够做到无论从哪个角度传、以什么
样的力度传，都能够迅速将球扣到
对方薄弱的地方。

由此想到，要在本职岗位上成
就一番事业，也应该具备主攻手
的扣球素质，无论上级赋予什么
样的任务，都要让它在自己手中
高标准完成，做到“‘球’到手
里要扣死”。

“论事易，作事难；作事易，成
事难”。要想成为优秀的“主攻
手”，首先应从基本功练起，从每一
项任务做起，在工作中汲取经验教
训，在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总结出
理论的推进过程中，不断锤炼工作
能力，提高理论水平。其次，当
“球”传来时，要勇于接“球”，摸
清底数，号准脉搏，迅速了解事情
的来龙去脉，尽快弄清任务的主要
矛盾和关键点是什么。只有这样，
才能迅速有效地完成任务，把传到
自己手里的“球”接好扣死。

“球”到手里要扣死
■王 喆 李国臣

●换一种眼光看待生活中的坎
坷与痛苦，也许就能找到战胜困难
的勇气与力量

有则寓言故事说，一位农夫的马

失足掉进了很深的陷阱里，农夫绞尽

脑汁想把它救出来，可是好几个小时

过去了，痛苦的马依然陷在坑里，不断

发出哀号。农夫无可奈何，又想到这

匹马的年岁已大，干不了什么活了，费

尽气力把它救出来，不如填上这个陷

阱埋了它，至少能防止其他牲口再掉

进去。于是他便请人一起帮他将泥土

往陷阱里填。

这匹聪明的老马当即意识到自己的

处境，但令人惊讶的是，它很快就安静了

下来，每当有一些泥土落入坑中时，它便

迅速抖落背上的泥土，然后站到渐渐垒

起的土堆上面。如此这般，填进坑中的

泥土越来越多，马也越站越高，以致最后

高到足以使它跃出陷阱。最后，这匹老

马得意地抖落背上最后的那些泥土，在

众人不敢相信的目光中逃走了。

巴尔扎克讲：“挫折和不幸，是天才

的进身之阶，信徒的洗礼之水，能人的

无价之宝，弱者的无底深渊。”日常生活

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

困难和挫折，就像那匹老马一样，会遇

到需要抖落背上“泥土”的问题。面对

困境，是害怕、逃避还是去征服它？实

践证明，唯一的、最管用的方法就是以

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斗争精神，尽快抖落

背上的“泥土”并将其踩在脚下，果敢地

将这些“泥土”变成坚实的垫脚石。

有句谚语说得好，坐在绒毛上的

人不能成名，躺在被窝里的人不会成

功。《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不抛弃、不

放弃，苦尽甘来成长为特种兵老A；全

军爱军精武标兵王忠心苦练打赢本

领，当班长 20多年书写“兵王传奇”。

真正的成功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

得到的，真正的优秀从来都不可能一

蹴而就，更别想一劳永逸，而是需要不

断吃苦磨练才能达到。

其实，人的一生往往是一个经受磨

难慢慢成长的过程。磨难和坎坷，常常

使生命更加熠熠生辉，常常使人生的价

值更加凸显出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

些励志名言，说的都是同一个道理：艰难

的环境能磨练意志，对不畏惧艰难的人

来讲，任何挫折或困难都不过是块磨刀

石或垫脚石而已。不经历风雨，何以见

彩虹？现实中苦难、挫折如影随形，嚼苦

成甜须迎难而上，需要铆足敢于吃苦的

韧劲和狠劲，培养乐于吃苦的宽阔胸怀

和智慧勇气。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最幸福。奋斗

路上，我们将会遇见更好的自己。天空

不只有蔚蓝，云朵不只是白色，草木不只

有碧绿，花儿不会永远绽开。换一种眼

光看待生活中的坎坷与痛苦，也许就能

找到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

抖落背上的泥土并踩在脚下
■李朝德

●下足“涵泳工夫”，便能真正
享受到读书的快意与乐趣，使自己
学有所成

读书能使人增长知识，增加见识，更
能带来心境的升华。事有所成，常常是学
有所成；学有所成，又往往是读有所得。

谈到读书之法，苏轼说“旧书不厌
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主张精
读；陆九渊讲“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
工夫兴味长”，主张品读。然而身处快
节奏的当代社会，常常可见“5分钟读
完一本名著”“3 分钟看完一部电影”
“10 分钟带你了解历史”等各种宣传

语。“碎片化”时间带来的“快餐式”
阅读已然成为一种时代现象。许多人乐
于徜徉在信息的海洋中，把“知道”当
“学会”，对“碎片化”“快餐式”的阅
读缺乏高度自省，浮躁取代了虚心，肤
浅取代了“涵泳”。殊不知这样贪多求
快，只能是标准的消费者，而难以称为
“读者”。只有主动跳出“快餐式”“填
充式”阅读，重新审视读书的目的和方
法，方能真正学有所获。

韩愈讲：“读书患不多，思义患不
明。患足已不学，既学患不行。”意思
是在求学过程中，要“多读、多思、虚
心、躬行”。知识爆炸时代，一日不学
如隔三秋，我们追求“快”与“多”无
可厚非，但读书之法始终重在翻开书
本、亲近笔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
思，由少及多，日拱一卒，在与作者的
对话中品味经典，在独立思考中训练思
辨，享受深度阅读所带来的获得感。

“好书奇文可以‘疏瀹五藏，澡雪精
神’”。当我们的内心涵泳于字里行
间，找寻文化脉络，不仅可以增加见闻
之知，更能熏陶气质、提高德性之知。

生有涯而学无涯，书中世界之广
博，之精妙，之渺远，要求我们以虚怀
若谷之心，以优游涵泳之法，充盈内
心，悉事明理。下足“涵泳工夫”，便
能真正享受到读书的快意与乐趣，使自
己学有所成。

读书宜下“涵泳工夫”
■王永光

●勇于面对困难挑战，以“让
我来”的决心、“我先上”的勇气、
“看我的”的魄力，啃“硬骨头”，接
“烫手山芋”

责任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

习主席强调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

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党

员干部作为革命事业的中坚力量，就

是要在矛盾问题面前善抓敢管、永不

退缩，在困难挫折面前迎难而上、永不

言败，在风险挑战面前挺身而出、沉着

迎战，如此才能用坚强的党性、过硬的

本领和无私的情怀，让党的事业蒸蒸

日上、国家兴旺发达、人民幸福安康。

我们党历来不缺乏有责任、有担

当、有情怀的优秀党员干部。县委书

记的榜样焦裕禄，当年面对兰考年年

内涝、黄沙漫天、盐碱地连片的恶劣环

境和贫困现状，带领兰考人民奋发图

强、夜以继日、辛勤耕耘，栽种泡桐防

风固沙。经过精心治理，改变了当地

贫穷落后的面貌。几十年过去了，当

年一棵棵“焦桐”如今早已变成“桐树

林”，既解决了当地防风固沙的问题，

又成了兰考人民的“绿色银行”和“钱

袋子”。如今，兰考的木加工企业就有

560多家，每年销售收入达 100多亿

元，直接带动4万人就业。

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

的辉煌。核试验专家林俊德院士为了

党的事业，一辈子隐姓埋名、默默坚

守，参与了我国全部的核试验，为国防

科技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生命垂

危之际，他脸上戴着氧气罩、身上插着

输液管，仍坚持从病床上坐起来，整理

科研资料，为党的事业工作到生命最

后时刻。他这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的奋斗牺牲，彰显的就是共产党人的

使命担当。事实证明，大事难事是考

察党员干部有没有担当精神的试金

石。在急难险重任务和国家利益面

前，唯有知难而进才能独当一面，唯有

百折不挠才能攻坚克难，唯有咬定目

标才能成就大业。

党员干部能不能担当、有没有担

当、敢不敢担当，既关系着党的事业的

持续推进，又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

相连。当前，也有个别党员干部虽然

嘴上说着忠诚担当，口号喊得震天响，

而实际上却不想担当、不敢担当、不愿

担当，工作中畏首畏尾，精神上暮气沉

沉，宁可不干事，也不愿得罪人；有的

搞“选择性担当”，见到好干的容易办

的事，就管管；碰到棘手的麻烦事，就

侧身绕道而行；有些本该自己这一级

拍板负责的事，却要上推下卸。这些

看似谨慎、实则甩手、明哲保身的做

法，实际上是担当精神的缺失，是一种

极不负责任的表现。

习主席指出，我们党是用马克思

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始终把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

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一以贯之体现

到党的全部奋斗之中。在强军征程

中，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坚守初心敢

担当，就要勇于面对困难挑战，以“让

我来”的决心、“我先上”的勇气、“看

我的”的魄力，啃“硬骨头”，接“烫手

山芋”。要把全部心思精力向备战打

仗聚焦，坚持主业主抓不偏移，以“坐

不住、等不起”的紧迫感、危机感和责

任感，激发使命担当，锤炼战斗意志，

苦练制胜本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

况下，只要党和人民一声召唤，哪怕

局面再复杂，也能够挺身而出；哪怕

前路再艰险，也能够冲锋在前；哪怕

任务再艰巨，也能够勇于攻坚。以坚

强的党性、勇敢的担当，以优良的作

风、过硬的本领，向党和人民交出一

份满意的答卷。

（作者单位：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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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作原因，我曾多次深入驻守

刘公岛的部队。每每登上刘公岛，看到

停靠在见证百年历史铁码头旁边的战

舰，我的内心总是五味杂陈。中日甲午

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军队与外敌交战

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却也

是败得最惨的一次。究其原因，北洋水

师官兵“纷纷移眷，晚间住岸者，一船

有半”已经给出了答案。一个国家，若

军人的目光只聚焦在自己的“小幸福”

上，没有了危机感，没有了家国情怀，这

个国家面临的就将是深重的灾难。

如今，驻守在刘公岛上的部队有

一个传统：每逢新学员报到、新战士入

伍，部队领导必讲两堂课，一是清政府

腐败无能导致北洋水师覆没的屈辱

史，二是人民军队的辉煌成就史。这

两段历史形成鲜明对比，促使官兵更

加自觉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

继而把个人价值追求融入强军事业

中。70年来，人民海军正是在从无到

有、从弱到强的苦难辉煌中，矗立起一

座座精神丰碑——海上猛虎精神、海

空雄鹰精神、核潜艇精神、海上南泥湾

精神……涌现出一个个英雄人物——

“八一勋章”获得者麦贤得、马伟明，

“海空卫士”王伟、“铁血艇长”蔡一清、

“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张超……历久

弥新，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官兵

们牢记强军目标、坚定强军信念、献身

强军实践的不竭动力。

刘公岛，如今已成为我的精神洗礼

之处，我难以想象这支军队创建时期的

艰难困苦，但这不妨碍我向历史深处漫

溯。在这里，我深深感受到深藏在时光

里的筚路蓝缕……

1945年，庆祝抗战胜利的游行队

伍中，一群衣衫褴褛的士兵走来，手持

一个牌子，上面软绵绵地写着“海军”两

个字；1950年3月，海军司令员肖劲光

到刘公岛考察，随行人员向当地渔民租

了一条小渔船，渔民问他：“海军司令还

要租我的渔船？”1980年5月，时任解放

军副总参谋长的刘华清参观美军“小鹰

号”航母，美军不让中国人靠装备太近，

将军就踮起脚尖观察……

作为人民海军的一员，我不敢忘

记，毛泽东主席视察海军时的题词：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

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我不敢忘记，肖

劲光对随行人员说的那句话：“记下

来，1950年3月17日，海军司令员肖劲

光乘渔船视察刘公岛！”我不敢忘记，

刘华清语气沉重地说：“如果中国不建

航母，我死不瞑目……”

因为心怀希望，所以执着热爱。曾

经有一次，我随同舰艇编队出岛链远航

训练，望着深蓝的海水，同行的一位老

业务长深情地说，如今我们远海训练已

成常态，航迹遍布大洋，我们的舰艇从

近岸走向远海，走向“深蓝”。这在过去

是无法想象的，也是多少代海军官兵孜

孜以求的梦想，而这一切都在强军兴军

的砥砺奋进中一步步实现。

70年筚路蓝缕，70年春华秋实。

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四海，从“麻雀真

小，五脏俱无”到五大兵种俱全，从沿

岸近海到远海大洋，相伴共和国的发

展步伐，人民海军走过了浴火涅槃的

70年。艨艟云集，舳舻相接。回望海

军成立 70周年海上阅兵，数十艘战舰

铁流澎湃，几十架战机振翅翱翔，万余

名官兵雄姿英发……中国海军历经磨

难，终于有底气在世界面前一展雄姿

之时，我不禁泪流满面。

回想麦贤得在脑液溢出的情况下

仍然坚守岗位，把肩上的背负化为顽

强一挺；蔡一清为抢救落水战友，把肩

上的背负化为纵身一跃；张超为抢救

故障战机，把肩上的背负化为凌空一

搏……这种背负，是一种惊天动地的

气势，是一部浩气长存的史诗，是军人

血管里沸腾的血液，是军人生命中鲜

活的灵魂。正是因为有了一代代革命

军人的背负，我们从无到有、由弱到

强，成就灿烂辉煌，我们加速转型建

设，征途如虹，迈向世界一流军队的步

伐愈发坚定。

又是一年“八一”，一个值得每一名

军人骄傲的日子。我想说，军人的家国

情怀，背负的是忠诚，背负的是牺牲，背

负的是奉献，背负的是前进。它是一首

无言的诗，是一幅壮丽的画，是鲜花盛

开时拂荡大地的和煦春风，是边关海防

夜深人静时沉于睡梦中的甜蜜果实，是

海天疆土燃起烽火时写在枪林弹雨中

的热血诗行，是放飞和平鸽时灿烂阳光

里的橄榄枝，是新时代革命军人回响在

刘公岛铁码头的铮铮誓言。

（作者单位：北部战区海军参谋部）

军人肩上就是要有背负
■任 斌

中国人历来注重家国情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无数人毕生的追
求。家国情怀对于革命军人而言，是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理想追求和
深情大爱，是对国家和军队的高度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在军人的精
神谱系里，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军人个体价值
的取舍向来与国家的兴旺发达息息相关、同频共振。今天，战场的硝烟虽
然已经散去，但生与死的考验并未走远，无论是在卫国戍边、维和护航的前
线，还是在练兵备战、抢险救灾的一线，炽热的家国情怀依然是军人身上最
宝贵的品质。

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为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广大官兵的家
国情怀，营造立足本职爱国奉献的氛围，自今日起，“军人修养”版开设《军人
眼中的家国情怀》栏目，请广大官兵结合自身思想实际、工作实际谈感受，篇
幅2000字以内。来稿请投：jfjbshyxy@163.com。

盛夏的池塘里，一朵朵荷花红艳艳

地热烈开放，向人们展示“出淤泥而不

染”的美丽容颜。而我偏爱那种躲在荷

叶下面、“犹抱琵琶半遮面”静悄悄开放

的荷花，它有着一种东方的含蓄之美。

含蓄，就是不张扬，不显摆，不骄傲。

如果同样有才华的两个人，前者唯恐别人

不知而到处炫耀，后者却虚怀若谷不事张

扬，一般来说，人们更喜欢谁？当然是后

者。他们身上透露出来的一种谦虚品格，

给人教益。

含蓄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气质。

它的形成有先天因素，更主要的是靠后

天养成。

一瓣荷花半掩面——

含蓄是一种修养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影中哲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