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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简意赅

影中哲丝

忆传统话修养

谈 心 录

日常工作中投票，人们常用“正”字

来当众计票。选择这样的做法，并不只

是因为“正”字笔画为5笔，便于快速准

确地统计票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正”

的每一笔都是直的，代表正直、正道。

正直，是人们看重的一种品德。正

直之人，襟怀坦荡、光明磊落，不会为了

一己之私而丢弃原则，所坚守和追求的

是社会正义、人间正道。并且，当正直的

品格与为国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时，便

有了更加不寻常的意义，在人民危难、国

家危急、民族危亡的时刻，释放出的精神

能量令天地为之动容。明代于谦一生忧

国忘身、清廉正直，一句“粉骨碎身浑不

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传为千古绝唱，在

世人心中立起了一座不朽丰碑。

古往今来，人们之所以对正直之人

发自肺腑地钦佩和敬重，就是因为正直

之人秉持天地良心、深怀赤子之心，无论

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位高权重还是人微

言轻，总是正大光明、行端身正、本分做

人，抵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大

节，管得住小节，既不越雷池半步，又不

让私心寸毫。

一个人的灵魂空间是有限的，私心

私欲私念多了，心灵的原野就会出现弯

弯曲曲、或深或浅的沟坎，生长出自私自

利，心中原本的坚守就会产生裂痕，道德

堤坝随之轰然坍塌。现实中，一些党员

干部的思想防线被突破直至沦陷，就是

因为私心打败了原则，抵不住诱惑考验，

脊梁由直而曲，心思由正而邪，做人做事

便失去了应有的正直和底气。由此可

见，正直源于无私，正直方可道真，只有

守住正直才能守住心灵的一方净土，远

离正直也就远离了人生的正道。

“丈夫志气直如铁，无曲心中道自

真”。军人肩负着神圣使命，胸膛里激荡

着无私无畏的浩然正气。拥抱这个千帆

竞发、百舸争流的时代，新时代革命军人

就要始终坚持“吾日三省吾身”，打牢正

直高尚的道德根基，涵德养性、正身直

行，在矢志不渝、赤诚为民中干事创业、

担当作为，奋力书写强军路上精彩华章。

无曲心中道自真
■周燕虎 程敬尧

前不久，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

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阅兵式，

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105名军人参加

本次红场阅兵，看着屏幕上官兵们的

飒爽英姿，战士小蒋不禁回忆起自己

的受阅经历……

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身高一

米七的小蒋有幸入选女兵徒步方队。

刚被选上时，她兴奋又激动，然而接下

来的训练却让她倍感压力：站军姿时

须严格紧贴脚线、胸线和帽檐线；练转

体时，每个分解动作都要精准到位、整

齐划一，为求动作标准，教官会用量角

器测量。而这还只是基本功，接下来

就是齐步和正步训练。尤其是正步训

练，难度大、要求高。踢出去一瞬间要

求有爆发力且定高25厘米，教官会用

拉开的卷尺悬空在前方，踢出去的力

度需要让卷尺壳绕转一周……一个个

动作反复练习，严抓细抠，使不少人脚

上起了水泡、血泡，但大家忍着疼痛，

晚上回去用针挑破血泡，第二天继续

训练……可以说，没有对每个细节、每

个动作精准规范的反复研磨，就不会

有阅兵式上官兵们广受称赞的军容军

姿，不会有受阅部队整齐划一、威武昂

扬的表现。

什么是不简单？把每一件简单的

事情做好,就是不简单；什么是不平

凡？把每一件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

不平凡。阅兵中徒步方队的整齐划

一，就是把简单的队列动作练到极致

的结果。如何才能练到极致？答案就

在于严抓细抠。阅兵训练如此，其它

工作也是如此。

做事之成败，多系于细微。严抓

细抠方能练就过硬本领。“兵王”王忠

心过硬的军事素质、工匠胡双钱的

“金属雕花”技能，无不是由一点一滴

地细钻而成。邓小平同志曾说：“我

们的事业总是要求精雕细刻，没有一

样事情不是一点一滴的成绩积累起

来的。”要想取得事业的发展，平时就

应细做细干细练，把工作落实落细落

到位，不敷衍、不偷懒、不打折扣。岗

位是练就本领的最好平台，作为新时

代革命军人，面对部队信息化建设的

发展和岗位对人才专业化程度的要

求，只有保持严抓细抠的严谨态度，

做到干一行、钻一行、精一行，才能使

自己适应强军事业需要，努力成为高

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对工作

中的每个环节、每处细节，我们都应

追求干到极致，做一事成一事，在筑

梦强军路上不断完善自我。

战场是检验一支军队战斗力的试

金石，如果平常工作得过且过，训练马

马虎虎，缺少对细节的专注执着、潜心

钻研，官兵的能力素质就难以经受住

未来战场的考验，就会付出惨重的代

价。兵可千日不用，但不可一日不

备。身为军人，当时刻绷紧打仗这根

弦，平日严抓细抠、查漏补缺、下足功

夫，把“手中活”练成“必杀技”，不断打

磨锤炼自己，努力追求卓越，为打赢未

来战争蓄势强能。

当然，严抓细抠并不是拘泥于细

枝末节，而是对主要业务，尤其是对打

仗所需，要做到精益求精。严抓细抠，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坚持严抓细抠

需要高度负责的态度。有人说，一个

人若没有热情，他将一事无成，而热情

的基点正是责任心。官兵只有对自身

职责使命有深刻认识，才能兢兢业业、

恪尽职守，在工作中不放过微小差距、

细小漏洞，不断锤炼能力素质，在训练

中对一步一动、一招一式抠标准、抠规

范、抠效果，不辞辛劳，苦练克敌本

领。坚持严抓细抠需要持之以恒的耐

力。要以“自找苦吃”的精神，逼着自

己实现自我超越，努力提高自身本领

的“含金量”。下足了苦功夫、细功夫、

实功夫，日积月累地深钻细研岗位所

需，才能锻造出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

本领。坚持严抓细抠需要保持永不自

满的追求。唯有常怀本领恐慌，以提

高本领的紧迫感，时时对照身边典型，

发现差距、弥补不足，不断战胜自己、

完善自己，才能成为思战、谋战、练战、

胜战的“强中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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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员守住了“最值得骄
傲的地方”，就守住了根本，能够始
终正道直行，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
任和托付

“我们党从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
于人民而建立的，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
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
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这就
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光荣和最值得
骄傲的地方。”刘少奇同志的这段话，至
今读来仍令人为之动容，心生感慨。
“最值得骄傲的地方”体现的是一

种价值认同，折射的是一种信念追求，
标定的是一种立身导向，彰显的是一种
为民情怀，是共产党人初心的映照。无
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
期，无数革命先辈用实际行动坚守“最
值得骄傲的地方”，一心为民、夙夜在
公、廉洁奉公，树立起共产党人信仰的
丰碑。然而也有一些党员干部，参加工
作之初虽然也曾勤勉做事、为民担当，
后来却渐渐脱离群众，淡忘初心，没有
守住“最值得骄傲的地方”，结果落得身
陷囹圄的可悲下场。可见，共产党员守
住了“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就守住了根
本，能够始终正道直行，不辜负党和人
民的信任和托付。

守住“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坚定信
念是根本。不同的信念与追求，决定不
同的人生航向。共产党员守住“最值得
骄傲的地方”，就应一切奋斗为了人民

群众，把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
作为检验各项工作的标准；确立成绩从
实干中来、威望从奉献中来的价值取
向，在得与失、是与非、生与死的考验面
前，用实际行动坚守信念，用公而忘私
坚守初心，在乱云飞渡中不迷失自我，
始终信念如磐，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
奋斗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

守住“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尽责担
当是关键。“桥的价值在于承载，人的价
值在于担当”。这难那难，有了担当尽
责的精神就不难。共产党员守住“最值
得骄傲的地方”，就应把岗位职责记在
心头、扛在肩头，在认真扎实履职尽责
上下长功、苦功和细功。面对强军重
任，党员干部应始终保持“等不起”的紧
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
责任感，真正做到尽职尽责干工作、雷
厉风行抓落实。困难挑战面前，多些
“为官避事平生耻”的责任担当，勇于挑
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真抓实干、
埋头苦干，不解决问题、不见到成效决
不撒手。

守住“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干干净
净是底线。泰戈尔说：“一只鸟儿的翅膀
系上黄金，就再也不能飞上更加高远的
天空。”在欲望和诱惑面前，“不虑于微，
始成大患；不防于小，终亏大德”，只有做
到了廉洁自律、干干净净，做人才能有骨
气，做事才会有底气。党员干部应始终
把廉洁自律当作重要行为准则，把干干
净净作为为官从政的原则底线，纯洁生
活圈、净化交往圈，任何时候都不越底
线，不踩红线，把自身搞得干干净净，把
同志间关系处得清清爽爽，以廉洁有为
的形象凝聚力量，为党和人民做事。

守住“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唐继光

无意间瞥见草叶上的一颗颗小露

珠，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晶莹剔

透惹人爱。正当我看得入神时，一阵

风轻轻吹来，露珠便从叶上滑落，消失

在土壤中。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时间就像

清晨的露珠，稍不留神，转瞬即逝。时

间是一个常量，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时间又是一个变量，勤奋的人能让它

产生金子般的效益，懒惰的人却让它

如流水般逝去，徒留“少壮不努力，老

大徒伤悲”的遗憾。珍惜时间，只争朝

夕，才不会让自己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才能抓住机遇成长进步，在未来的日

子遇见更好的自己。

清晨的露珠——

珍惜时间
只争朝夕

■崔鑫涛/摄影 段贤鹏/撰文

人生，是漫长同时也是短暂的。人

生在世，应该追求什么？什么样的人生

才是有意义的人生？人生的价值应该

如何实现？怎么来衡量人生的价值？

千百年来，无数人追问这些问题。9月3

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当

我们再次回望那段艰苦卓绝、激情澎湃

的岁月，缅怀那一位位“甘将热血沃中

华”的革命先烈时，便会越发明晰心中

关于时代与人生的追问。

李大钊曾说：“绝壮的音乐，多是

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

的牺牲中。”回望抗战烽火，为了国家

民族、为了崇高事业而献身，是那个年

代无数中国人的志向追求。谁不想骨

肉亲人团聚？谁不想安享幸福生活？

但山河破碎，民族危亡，每一名有志气

的中国人都选择慷慨赴国难。在抗日

战争中，中华民族空前觉醒，无数仁人

志士为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而抗争，

表现出了气贯长虹的爱国主义精神和

牺牲奉献精神。面对国力强大的日

本，面对残暴的侵华日军，面对侵略者

“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中华儿女

没有被吓倒，更没有屈服。无论是钟

士灯的“自我现在的国家，不过说，在

外便为了国家的事情”，还是王孝慈的

“‘抗战’是我们伟大的母亲，她正在产

生新的中国、新的民族、新的人民”；无

论是高捷成的“誓不求中华民族之解

放，当不为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之一

人”，还是程雄的“儿为伟大而生，光荣

而死，是我做儿子最后的心意”……这

一封封抗战家书，这一声声誓与侵略

者血战到底的呐喊，彰显了先辈们心

系家国、不惧生死的崇高境界，为国

家、为人民、为民族而牺牲，其生的伟

大，死的光荣。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

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

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

人是最幸福的人”。人生价值如何衡

量？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匆匆

走过，留下了或深或浅的脚印。这脚

印不仅给自己看，也要留给世人看。

家国大义面前，一个人择何处立、向何

处行，体现着价值取向和人生境界。

高层次的人生境界成就的是心怀“大

我”的高尚人生，低层次的人生境界则

会让人在“小我”中庸庸碌碌，有的人

经不起诱惑考验，甚至会走上歪路、邪

路。14年抗战中，杨靖宇、赵一曼、左

权、彭雪枫、张自忠、蔡炳炎等英烈，为

了国家民族与大众福祉而舍生忘死，

成就了自己高尚的人生。反观汪精

卫、周佛海、陈璧君、周作人、陈公博、

殷汝耕等人，置家国大义于不顾，为了

个人利益背叛国家民族，丧失了做人

的气节，最终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

柱。事实一再证明，有什么样的情怀，

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祖国终将选择

那些选择了祖国的人”。

哲人有言：“只有情感，而且只有大

的情感，才能使灵魂达到伟大的成就。”

梁启超也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

方可以用大事。”“人民英雄”国家荣誉

称号获得者陈薇院士做到了“职业选择

和国家的重大需求紧密相结合”，“最美

新时代革命军人”沙子呷一心向党做

“阵地铁人”，他们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

和民族的事业中，成就了自己的壮阔人

生。心有家国情怀，就会有山一样的格

局，海一样的胸怀，就会有源源不断的

动力，自觉以家国天下为己任，把“小

我”融入“大我”，激情满格干事创业，挑

战艰难险阻也会甘之如饴，能做到“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收获

有价值的人生。活出生命意义，成就壮

丽事业，这样的人生怎能不幸福？这样

的人生怎能不高尚？

1931、1937、1945，总有一些历史年

份，深深烙刻在我们的记忆中。“脚踏着

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秉

持爱国主义是军人不变的天性，保家卫

国是军人永恒的天职。作为新时代革

命军人，强国强军便是实现革命先烈对

未来的赤诚夙愿，便是我们对革命先烈

最好的告慰。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

让我们锚定许国报国的精神坐标，把个

人拼搏奋斗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紧密

结合起来，把对祖国的满腔热爱落实到

精武强能、矢志打赢的具体行动中，情

怀依旧，只争朝夕，浴火涅槃，百炼成

钢，一步一步踏实前行，在献身伟大事

业中走向崇高。

家国情怀成就高尚人生
■谢 菲

●“祖国终将选择那些选择了祖国的人”——

●正直之人，襟怀坦荡、光明
磊落，不会为了一己之私而丢弃原
则，所坚守和追求的是社会正义、
人间正道

生活中有些人经常遗忘一些事情，
被称为“健忘症”。生活中出现健忘现
象，可以理解，也能够原谅。但问题是，
有些人对待工作也有“健忘症”，这就不
应该了。

管窥工作中的“健忘症”，不难发
现，其有真伪之分。真健忘多是由于工
作任务繁重、工作头绪杂乱、工作习惯
欠佳所致，是无心遗漏。尽管也是工作
上的失职，但如果得到及时提醒、主动
补救，多半不会造成太大损失，能够“赶
上趟”。伪健忘，则是装忘，心里似明
镜，却不见行动，是不想干、不愿干。具
体表现为，有的对领导交代的事忙前忙
后，对下级反映的问题容易健忘；有的

对办起来简单、容易出彩的工作很积
极，对困难矛盾大、不容易出彩的工作
“选择性”健忘……与前者相比，伪健忘
危害更大、影响更坏。可以说，伪健忘
是慢作为、不作为的表现，是一种寻找
借口的失职渎职行为，反映出事业心责
任感的缺乏，不是一名合格共产党员和
革命军人应有的精神状态和行为表现。
“事辍者无功，耕怠者无获”。奋进

新时代，党员干部当思有所作为，力戒
“健忘症”，时时把工作职责放在心头。
要时刻保持临事而惧、如履薄冰的状
态，把该担的责任一分不少担起来，该
干的工作一件不落干到底，在实践淬炼
中不断增长本领、实现人生价值。

对工作不能有“健忘症”
■张颖科

周 洁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