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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和谐

影中哲丝

知行论坛

谈心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笔谈

书边随笔

●做人做事，往往成在一个
“耐”字，败在一个“傲”字；成在一
个“勤”字，败在一个“怠”字

山中竹，有的做成了晾衣杆，有的
做成了笛子。同为竹子，两者价值却大
不同，原因在于笛子耐住了刀劈斧凿、
经受住了精雕细刻，而晾衣杆仅挨了一
两刀和简单修剪。人生亦是如此，能力
素质虽是基础，但要想成大器，还须经
得起打磨，耐得住寂寞，有能耐还要能
“耐”，才能扛得起责任，担得起重任。

“耐”得千烦事，收得一心清。经过
“千烦事”的打磨和沉淀，人生才会更加
精彩。做人做事，往往成在一个“耐”
字，败在一个“傲”字；成在一个“勤”字，
败在一个“怠”字。事非经过不知难，经
历事情长才干。“耐”的过程就是成长成
熟的过程，在“耐”中经风雨、受历练，能

够积累经验、磨砺意志。“十年磨一剑”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些道理尽
管许多人都明白，但在现实中总有一些
人经不起考验、耐不住寂寞，想方设法
走捷径，追求立竿见影。有的不愿意到
基层去蹲苗长见识增才干，只想在机关
指指点点、跑跑传传；有的工作做在表
面、浮在上面、拈轻怕重，看起来很忙，
但“劳苦”而功不高；有的遇到大事难
事，一推二躲三让，把矛盾推给上级，把
问题压给下级，把规避风险追求责任最
小化奉为圭臬。凡此种种，都是不能
“耐”的表现。

板凳坐上十年冷，方能下笔如有
神。俗话说：“好事多磨。”创业干事有
韧性而不任性，才能稳扎稳打、不断进
步。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我们更要
耐得住万千“不如意”，拿出钉钉子精
神、磨砺蚂蚁啃骨头的韧劲，多积尺寸
之功，把责任举过头顶，经历“千烦事”
的砥砺，把人生之书读厚实、把好事做
扎实、把难事做彻底。这样的人生才会
更有价值、更有成就。

有能耐还要能“耐”
■邹 阳

诽谤，按照新版《现代汉语词典》的

解释，就是无中生有，说人坏话，毁人名

誉，诬陷中伤他人，是一个贬义词。而实

际上，在古代，诽谤还有谏言的意思，譬

如《吕氏春秋·不苟论》就记载，“舜有诽

谤之木”，说的就是古之圣贤明君舜，为

了听取百姓的声音，改正自己的过错，治

理好国家，便在交通要道竖立“诽谤木”，

让天下百姓书写谏言。舜之所以这样

做，是因为他认为“诽谤”是对自己的爱

护帮助，是利国利民之举。

如何对待“诽谤”？不同的人会有截

然不同的态度。西周的周厉王最厌恶别

人指责其过失，凡不顺耳者，即加杀戮，最

终落得客死他乡的结局。秦始皇“焚书坑

儒”，堵塞言路，他所建立的大秦王朝只存

在了短短十几年，就在人民起义的怒火中

灰飞烟灭。但也有诸如唐太宗李世民一

类的贤君明主，从善如流，宽容大度，不仅

振兴了国家，而且其事迹至今传为美谈。

其实，大凡真心以民为本的贤明者，往往

都能倾听不同声音，及时反省修正错误。

古人尚且能竖立“诽谤木”听取批

评意见，我们共产党人的胸怀和理想理

应比古人宽广得多。习主席强调指出：

“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

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既是

一种人生智慧和政治智慧的提炼，更是

对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和顺应时代要求

的经典概括。

容得下批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毋庸讳言的是，在党员干部队伍中，仍有

一些人喜欢听好话、听表扬话、听奉承话，

感到这些话听起来舒心悦耳，至于听到忠

告、谏阻、批评之语，总是觉得刺耳、烦心、

反感。个别领导干部嘴上说“欢迎批评”，

但要是真正对其批评起来，立马就不情

愿，甚至一批就跳、一批就怒，轻则百般狡

辩，重则雷霆万钧，甚至千方百计给批评

者“穿小鞋”。也有一些人表面好似虚心

听取批评意见，实质是装潢“门面”，博取

“彩头”，压根儿就不吸取不采纳，该怎么

办还是怎么办。这是党性不纯和能力素

质不足的反映，也是缺乏担当精神的直接

体现。对于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虚

心听取，真诚纳谏，才是一个真正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应有的正确态

度。只有容得下批评，群众才能把那些藏

在心里、憋在嘴边的肺腑之言倾情相诉，

一吐为快。实践证明，害怕批评是怯懦，

不让批评是幼稚，经得起批评是大度，接

纳批评是明智之举。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

行”。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有容人

的雅量和纳谏的胸怀，敢于面对群众的批

评、勇于接受群众的批评、真心吸纳群众的

批评，真正做到闻过则喜，从谏如流。只有

这样，才能及时纠正错误，尽量减少失误，

努力避免走“弯路”，有效防止摔“跟头”。

(作者单位：甘肃省高台县人民武装部)

从“诽谤木”到“容得下批评”
■成文学

在群体心理学中，人们把社会或部
门内部因不协调、或出现矛盾而造成的
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无谓消耗以及由此
而产生的负效应，称为内耗效应。近年
来，随着人们认知领域的拓展，精神内
耗、自我内耗、个人内耗等话题的讨论也
逐渐增多。精神内耗是什么？我们或曾
有过这样的感受：遇到困难先慌了、没做
事情先急了，导致没干什么就累了、工作
劲头磨没了，最终事与愿违。通俗地讲，
就是“想得太多”惹的祸。处在这种心理
状态下，干事创业、创先争优的积极性创
造性难免受到影响。

《四本堂座右编》有言：“思虑减则精
神不耗。”日常工作中，有的同志面对即
将上任的新岗位新平台，不是提前熟悉
任务职责，而是想这想那，患得患失，把
本应用于打提前量的时间浪费在盲目紧
张的空想中；面对比武竞赛，有的不是迎
难而上抓紧苦练，而是怕这怕那，总认为
自己难免失误“挂零”。这样辗转反侧、
左顾右盼，前怕狼后怕虎，不但对解决问
题起不到任何作用，而且还会自缚手脚、
自设壁垒。

内耗过程中，人们不仅会在畏难情
绪、拖延行为等影响下干劲受损、扰乱思

绪，还可能随着焦虑等不良情绪的加剧，给
身心健康带来危害，同时也给部队练兵备
战带来一定干扰。诚然，精神内耗与人们
对未知结果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恐慌感有
关，但也与个人对事物的圆满期待、对自身
的高标准要求不无关系。想要多大的蛋
糕，就会有多少想法。但如果我们不能从
“心”审视自己，问一问自己是不是正处于
“瞎琢磨、瞎折腾”且无作为的空转状态，就
难以打破心灵的枷锁。

俗话讲，凡事要三思，但比三思更重
要的是三思而行。行动，是抵消精神内耗
的最佳方法，是一剂破解忧虑心理的良

药。与其思前想后，“食无味、寝难安”，不
如“撸起袖子加油干”。如此收获的是一
个接一个的踏实结果，踏出的是内心成长
的宽阔大道。

出现问题，不想方设法解决，而是先
把脑袋深埋困境之中，其实是自欺欺人、
作茧自缚。越是恐慌越是怕，精神内耗
的漩涡就越大。困难面前，军人最应成
熟稳重，做到心中不慌张、手上有章法。
当前，部队工作千头万绪，面对纷繁复杂
的形势任务，容不得我们有一丝犹豫、埋
怨、畏惧，更不能被自寻的压力、自找的
烦恼阻挡住前进的步伐。

莫掉进精神内耗的漩涡
■卫金正

●共产党员加强党性修养，
目的是为了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
世界，必须坚持实践指向，躬身入
局，至信笃行，实现知行合一、“内
求”与“外达”统一

1943年，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

记的周恩来身负重任，工作战斗在重

庆。这年3月5日，他迎来了45岁生

日。生日前夕，一位知情的老同志不

小心走漏了“风声”。同志们得知这一

情况后，暗暗商量要庆祝一番。

当时，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周恩

来正组织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的

干部开展整风学习活动。生日那天，

他没有接受同志们安排茶点宴会的心

意，而是选择在红岩村南方局办事处

机关的一片草地上，向大家讲述自己

的身世和经历，着重剖析了自身性格

弱点，检讨自己“理论修养不够，有些

事务主义的作风”，以反躬自省的精神

作了一个生日感怀。周恩来直视自身

性格弱点和工作失误的坦率，深深感

动了在场的同志们，令大家受益颇深。

“君子检身，常若有过”。周恩来

在生日时主动查摆自身问题，不掩饰

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强调

自我监督、自我反省，为我们提供了

一名共产党员的人生样板。他的这

件轶事启示我们，只有时时检视缺点

不足、处处反躬自省，才能坚守自己

的信仰和追求，保持一名共产党员的

初心和本色。

人生中的许多奋斗，其实都离不

开我们最初受到的教育和熏陶，都源

自当初的梦想和志向。许多时候，随

着时空变迁，位置变化，人们原本的追

求往往容易被忽略。因此我们常说，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了当初为什

么出发。革命的动力来自革命的初

心，有了对初心的执着坚守，有了对理

想信念的坚定追求，才会有正视自我、

净化自我的意志和毅力。无论跋涉到

哪里，正本清源始终是我们面向未来

的最好态度。周恩来把思想改造看成

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他说：“每个

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

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

老。”“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

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从

自吹自擂中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

来的。”在回望来路时，我们从自己身

上看到什么，决定着我们能走多远、登

多高。人无完人，事无完美。如果不

能一直向着更好、更高的标准努力，而

是安于现状、志得意满，怎么能完成信

仰的试炼、精神的修行？面对年龄增

长和职位提升，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

干部不仅要看到生命年轮里逐渐丰富

的阅历，更要清醒审视自身存在的缺

点和不足，做到“改造到老”。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自我革

命的靶子。革命，就其本义来讲就是

革故鼎新，其价值指向是向好、向新、

向善，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必须强化问

题意识、问题导向，把“否定之否定”作

为自我提升的遵循。问题本身并不可

怕，可怕的是不敢正视它、讳疾忌医。

共产党员加强党性修养，目的是为了

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必须坚持

实践指向，躬身入局，至信笃行，实现

知行合一、“内求”与“外达”统一。生

命的年轮里有成长沉淀，也有恪守担

当。一些违法违纪干部忏悔自己之所

以没经受住物质利益考验，就是因为

没有守住初心。把自己看得重，就会

滋生私心杂念；把名利看得重，就会漠

视纪律规矩；把位子看得重，就会淡化

宗旨意识。“小我”越来越大，就难免要

偏离正常轨道，造成人生悲剧。如果

能有周恩来那种回头看、正本心的省

思精神，保持生命年轮里始终镌刻着

赤子情怀，就可以避免悲剧上演了。

今年“七一”前夕，习主席发表重

要讲话指出，我们千万不能在一片喝

彩声、赞扬声中丧失革命精神和斗

志。自我革命决不能有停一停、歇一

歇的想法，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

命。对每名党员干部来说，只有像周

恩来那样，时刻保持“无时不涵养，无

时不省察”的自觉，经常对照党章党规

检视言行，认真补好思想漏洞，抓好整

改，才能在修身正己中不断淬炼党性、

提升修养、完善自我。

以
自
省
态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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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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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家
刚

1981年，16岁的我高中毕业考入军

校。穿上军装即享受供给制待遇，不仅

学费、生活费全免，还发放津贴费。与此

同时，按照国家政策，家人享受当地政府

的优抚待遇。这对出身农家的我而言，

是实实在在的“鲤鱼跳龙门”。

大学毕业后成为军官，在基层部队

工作两年后，我带着连职干部的工资，

到一所著名军校免费读研究生。没什

么文化的母亲对我说：“伢啊，如果不是

国家栽培，就我和你爸的能力，是给不

了你这样的机会的。老话讲‘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国家栽培了你，你就要报

效国家。”

读研期间，在课堂上、实验室里聆听

教授的教诲，不仅拓展了我的专业知识，

而且让我明白了许多立身做人的道理。

譬如功勋科学家周兴铭教授就告诉我

们，在我国的巨型计算机“银河-I”亿次

机研制出来之前，美国把他们已经淘汰

的巨型计算机租给我们使用，不仅租金

比售价还高，而且其中央控制室不许中

国技术人员进入，必须高薪聘请美国

人。然而，在我们自己的“银河-I”亿次

机研制出来之后，美国立即开放向中国

销售同型巨型机。听着周教授的讲述，

一股为民族争气、为国效力的热血豪情

油然而生。

说实话，当时我的思想是简单幼稚

的，对家庭、国家、家国情怀等概念不甚

了了。后来读书多了，加上阅历的增长

和思考的深入，对军人的家国情怀才有

了更深的认识。《左传·成公十三年》中

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儒家传统讲

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身修而后家

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家

国天下由此联为一体。基于“忠臣必出

于孝子”的传统认知，传统政治文化的基

点是“以孝治天下”。在外为官的人，父

母去世要辞官回家守孝，但国家有事可

以应召，墨绖从戎，移孝作忠。所谓“墨

绖从戎”，即穿黑色的衣服，以麻绳做腰

带，在守孝期间从军作战。由此可见，在

中国传统文化里，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

对国家的忠，要高于对父母的孝。

现代社会扬弃了父母亡故后回家

守孝的礼仪和制度，但对父母的孝道和

对国家的忠诚，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却

根深蒂固。经久传唱的《少年壮志不言

愁》中，“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

丰收”表达的就是忠诚与孝道统一的情

怀。但事实上，从军在外的人，无法做

到对父母的晨昏问请，能够在重要节日

或假期回家看望一下父母，已经非常

“奢侈”了。

我的家乡讲究给上了年纪的人庆祝

生日，其实图的是儿孙满堂、举家团圆欢

聚的天伦之乐。但是，直到父亲70岁，

我都没有回家给父亲过过一次生日。“人

生七十古来稀”，父亲70岁那一年，我决

定回家给父亲祝贺生日。假都请好了，

但事情就是那么巧，在启程回家的前一

天，我接到了上级派来的紧急任务。军

令如山，只能服从命令，履行职责。父亲

生日那天，我给家里打长途电话，电话那

头，父亲态度很开明：“你做的事都是国

家的事，那是大事。我本来就不爱搞这

些东西，你安心做好你的事，我一万个高

兴！”我知道，父亲怎么会不希望在他70

岁生日时见到自己的长子呢？但我心里

也清楚，在父亲心中“国家的事”永远重

于家事。

近40年的从军生涯，最大的收获是

培育了我一种心气：做任何事情首先考

虑的不应该是对个人有什么利益，而应

该是对军队、对国家是否有意义。我经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是穿上军装

才吃饱饭的。”这话一点不掺假。这种自

警自励，让我从不敢有所懈怠，每天都是

读书、研究、备课、写作……紧张有序，忙

而快乐，哪天不做一点自己觉得有意义

的事情，到晚上就会心神不安难以成

眠。可人生不就应该这样吗？身为新时

代革命军人，肩上扛着的是国家安危，那

双盯着备战打仗的眼睛，任何时候都不

允许放松丝毫警惕。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

学院）

心怀感恩，以身许国
■吴敏文

在新疆帕米尔高原的边防线上，几

名边防战士步履坚实地巡逻在陡峭的山

石上，用脚步丈量着祖国的土地。远远

望去，他们的身影凝成一道美丽的风景。

尽管这条巡逻路战士们已经走了很

多次，但每走一次他们都当作第一次认

真对待，丝毫不放松警惕。这源于他们

选择卫国戍边的初心：有我在，祖国领土

一丝一毫不能受到侵犯。

人生初心永固，步履就会坚实如

初。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反

复去做，当我们累了倦了的时候，不妨回

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重温自己当初的

誓言。不忘初心，方能找到出发时的原

动力，更加坚实地向前迈进。

边防巡逻—

初心在，步履坚
■胡 铮/摄影 李强强/撰文

●害怕批评是怯懦，不让批评
是幼稚，经得起批评是大度，接纳批
评是明智之举

●行动，是抵消精神内耗的最
佳方法，是一剂破解忧虑心理的良
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