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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简意赅

影中哲丝

●是否认同“做官自己脚底
须正”，敢不敢承诺“自己脚底须
正”，是考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称
不称职、合不合格的重要标准

康熙三十六年七月，刑部尚书王

士禛之子王启汸出任唐山县令。作为

清初“一代廉吏”，王士禛唯恐儿子不

能胜任职位，遂将自己的为官准则50

条写成 3000多字的家训，取名《手

镜》，让儿子带在身边随时参照。《手

镜》开宗明义，首条鲜明提出：“做官自

己脚底须正。”

何谓“自己脚底须正”？王士禛在

《手镜》中指出：“不过‘清慎勤’三字。

无暮夜枉法之金，清也；事事小心，不

敢任性率意，慎也；早作夜思，事事不

敢因循怠玩，勤也。”可以说，这三个字

道出了“做官自己脚底须正”的精髓，

对今天党员领导干部加强思想修养、

改进工作作风仍具有借鉴意义。

“清”属于德的范畴，是为官之

体。“慎”属于才的范畴，是为官之用。

“勤”属于做的范畴，是为官之态。这

三者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是党员

领导干部“脚底正”不可或缺的链条。

“清”是灵魂，为“慎”和“勤”提供了正

确方向；“慎”是分寸，为“清”和“勤”提

供了取舍标准；“勤”是路径，为“清”和

“慎”提供了力量源泉。坚持三者的辩

证统一，既是党员领导干部“脚底正”

的生动体现，也是树好党员领导干部

形象的内在要求。

党员领导干部是党的执政骨干，

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是带领

群众完成党的各项使命任务的“领头

羊”。使命职责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必

须增强“自己脚底须正”的意识，敢于

作出承诺，请组织和群众监督。因为

党员领导干部身后有兵，自己“脚底

正”，才能领好路、带好队伍，不负党的

重托和人民期望；党员领导干部掌握

着社会公共权力，自己“脚底正”，才能

确保手中权力真正为民所用，为群众

谋福祉，不愧对群众信任的目光；党员

领导干部身后有无数双群众的眼睛盯

着，自己“脚底正”，才能形成正面影响

和带动，领出好风气、形成好的政治生

态；党员领导干部自己“脚底正”，才有

管理的威严、说服人的力量，才能镇歪

祛邪，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保一

方平安。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否认同

“做官自己脚底须正”，敢不敢承诺“自

己脚底须正”，是考量一名党员领导干

部称不称职、合不合格的重要标准。

“自己脚底须正”，并不蕴含多么高

深的理论，更多的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首先，“官”要当得正。不能想象，

像唐代元载、宋代蔡京、明代严嵩那样

贪墨的人，敢在众人面前大言不惭地

公开承诺“自己脚底须正”；也不能想

象，一个见利忘义、贪赃枉法、中饱私

囊的人，会真心实意地践行党的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其次，要有言出行随的事实。无

论家庭还是社会，凡公信力缺失，一

个重要原因在于教育者言行不一

致。嘴上承诺“公正执法”，结果却是

“看客下菜”，弹性执法；嘴上宣示“廉

洁从政”，结果却是做做样子，背后

“涛声依旧”，有的甚至刀悬头而手不

停……这种表态，说白了不过是一种

打官腔，一种哗众取宠，是玩弄把戏，

最终会露出“两面人”的真面目。

再次，要有接受监督的真诚。党

员领导干部敢于承诺“自己脚底须

正”，实质是把矛头对准了自己，要求

自己首先必须堂堂正正，堪称模范。

这一点，没有与“小我”彻底决裂的境

界做不到，没有敢将自我公开晾晒的

勇气同样也做不到。正是从这个意

义上讲，敢说“自己脚底须正”，彰显

的是一种政治自信，一种接受监督的

真诚，也是一种“君子有诸己而后求

诸人”的自尊与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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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节操的珍惜和坚守，源
于理论认知的深刻，基于自我改造
的彻底，归于知行合一的自觉，既需
要实践的检验，更需要长期的淬炼

“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节

操，做一个一尘不染的人。”在去年底召

开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习主席

明确要求大家修身律己，慎终如始，时

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做到慎独慎初慎

微慎友。这既是对领导干部修身立德

的严格要求，也是对全体党员干部正心

律己的谆谆教诲。

节操，即气节和操守，是衡量一个

人是否有志气有道德的标准。古往今

来，无数仁人志士把坚守高尚节操作为

毕生追求，从孔子“君子修道立德，不为

穷困而败节”，到邵谒“竹死不变节，花

落有馀香”；从欧阳修“所守者道义，所

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到文天祥“时

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从于谦“名节

重泰山，利欲轻鸿毛”，到刘因“人之大

节一亏，百事涂地”……他们无不像珍

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节操，也正因如

此，才能遇难事而不惑，近名利而不乱，

临强敌而不屈，从而达到了“仰不愧于

天，俯不怍于人”的道德境界。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忠实的继

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共产党人更为珍惜

节操，并赋予其更高的内涵，使之外化

成一种忠诚担当、无私奉献的政治品

质，一种勤勉务实、清正廉洁的为政守

则，一种克己奉公、淡泊名利的高尚情

操。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一文

中要求全党同志做“一个高尚的人，一

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

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

人”。1947年，革命烈士陈然在《论气

节》一文中写道：“气节，是中国知识分

子优良的传统精神。什么是气节？就

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不幸被捕后，他面对

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毅然选择

了“临难毋苟免”，以身殉真理。可以

说，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坚贞不屈

的高尚节操，既蕴藏着我们党始终牢记

初心使命、永葆先进性纯洁性的成功密

码，也必将激励我们不忘来时路、走好

脚下路、开辟未来路。

养大德者方可成大业，遵操守者方

可保本色。对党员干部来说，高尚的节

操是立身做人、从政为官的准则，是履

职尽责、干好工作的基础，是抵制“四

风”、树好形象的保证。特别是当今社

会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社会生活五光十

色，各种思潮交织交锋，“乱花渐欲迷人

眼”，党员干部面对的利益诱惑和现实

考验越来越直接，也越来越复杂，如果

心中少了敬畏，缺乏对节操的珍惜，言

行就会失范，防线就会失守。反思一些

违法违纪干部的堕落轨迹，都是因为没

有珍惜节操、守住节操，最后在名利诱

惑中对自己放任自流，最终迷失自我。

党员干部只有始终以个人名节、职业操

守为重，经常进行政治体检，时常清扫

思想“尘埃”，自觉划清公与私、法与情、

义与利、是与非的界限，才能严防诱惑

之微、严堵蜕变之渐、严拒气节之失，炼

就“金刚不坏之身”。

对于节操的珍惜和坚守，源于理论

认知的深刻，基于自我改造的彻底，归

于知行合一的自觉，既需要实践的检

验，更需要长期的淬炼。每名党员都应

把珍惜节操、坚守节操作为终身课题，

做到对党忠诚，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

装头脑、塑造灵魂，用党章党规党纪规

范自己、约束自己，经常对照英雄模范

进行检查剖析、修正行为偏差，常怀律

己之心、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

树立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大

公无私的觉悟境界。事业上积极进取，

把自己的工作与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

自觉从点滴做起、从现在做起，在工作

上勤勉敬业、坚持原则，摒弃形式主义

和官僚主义，求真务实谋实绩。恪守对

法纪的敬畏，养成在监督下工作生活的

习惯，认清欲望的背后是陷阱，明白贪

婪的尽头是毁灭，在私底下、无人时、细

微处加强自省自警自律，把欲望装进理

性与法律的笼子里，始终心有所畏、言

有所戒、行有所止。

珍惜节操，不仅要在精神上、修养

上体现，也要在能力上、担当上彰显。

肩负组织的重托、官兵的期盼，军队党

员干部尤须珍惜节操，看淡名利，看重

事业，开新图强，以对强军事业高度负

责的精神，永远保持慎终如始、戒骄戒

躁的清醒头脑，保持不畏艰险、锐意进

取的奋斗精神，坦然面对矛盾困难，淡

然面对名利得失，始终坚守党性原则，

以永不懈怠的昂扬状态干工作、搞建

设、抓落实。特别是对一些不讲原则、

不守规矩、不按制度办事的人和事，更

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当好好先生，

不怕得罪人，使自己经得起现实的种种

考验，真正守初心、担使命，惜节操、勇

担当。

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节操
■樊 平

古人云：“不检束，则心日恣肆。”
讲的是自律的重要性。谈到自律，很
多人感觉这意味着绝对的自控。其
实，真正的自律并不是自我设限，而是
用自律的行动创造一种井然的秩序来
为我们的工作生活争取更大的自由。
自律，是在自我激励中改变，而不是在
自我束缚中僵化。

人生是舟，自律是水。以水推舟，
方能自在扬帆，实现人生价值。自律
的“将来时”是自由。所谓自由，不是
随心所欲，而是自我主宰。自律的程
度，会决定一个人的人生高度。只有
当你尝试做到自律，在恰当的时间地

点，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既不拖延，也
不懈怠，你的生活才能真正受你支配，
从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加强自律，关键是能否做到慎独
慎微。我们需要把慎独作为一种工
作作风、职业习惯来培养，面对形形
色色的诱惑，坚持自我约束、规范言
行。加强自律，必须牢固树立“底线
意识”，始终秉持“如临深渊、如履
薄冰”的态度、“自我净化、自我革
命”的自觉，常常扫尘除垢、自我“补
钙”，始终保持敬畏之心，不放纵、不
越轨、不逾矩，在严格自律中收获成
长、走向成功。

加强自律 方得自由
■66381部队 尚佳伟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意思
是说，君子说话要谨慎而行动要敏
捷。这句话延伸开来，就是告诫人们
要少说空话，多做实事。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现实中，
有的人做事重表面文章，不愿扎实
作为，嘴上说得天花乱坠，真正落到
实处的却寥寥无几；而有的人虽然
不善言辞，却一心扑在工作上，从来
都是用实干说话。2009 年度感动中
国人物沈浩初到小岗村时，这个村
的底子很薄。他二话不说，先后为
村里修建了公路、建起了优质葡萄
基地，使小岗村的发展走上了快车
道。尽管受到一些阻力和非议，他

依然步履坚定。沈浩用实干的行动
告诉我们，多干实事才能发展，才能
赢得群众的真心拥护。

邓小平同志说过：“世界上的事
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
主义也没有。”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
子。党员干部当坚决摒弃重表态、
轻落实的漂浮作风，树立求真务实
的价值理念和真抓实干的工作导
向，少说空话，多做实事，避免做“语
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当然，实
干并非蛮干，还要学会与巧干相结
合，讲究科学的工作方法、工作技巧
和工作艺术。如此，方能取得事半
功倍的效果。

少说空话 多做实事
■92212部队 孙晋升 徐 喆

埋头苦干是一种令人钦佩的优秀

品质，是一个人成长进步和成就事业的

重要途径。但“埋头”必须和“抬头”结

合起来，只有抬起头看清了方向，埋头

苦干才会更有价值，才能使一个人有更

好的发展和前途。

“抬头”是前提，管的是方向和道路；

“埋头”是基础，提供的是前进的动力。

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并需要不断交

替进行，既做到适时“抬头”校准方向，又

能沉下心来，坚持“埋头”，“撸起袖子加

油干”。只“抬头”不“埋头”，不管方向多

么正确，道路多么宽广，也只能在原地踏

步或打转，不能前进一分一毫；若只“埋

头”不“抬头”，则好比盲人开车，看不清

方向，对道路的曲折坎坷缺乏判断，很可

能会“车毁人亡”。懂得“抬头”与“埋头”

兼顾并举的人，会做到“抬头”后聚精会

神“埋头”，又会在苦干实干中“抬头”看，

注意随形势发展变化而变化，循环往复，

做到既“抬头”看又“埋头”干。

“抬头”是一种智慧、一种清醒，是

事业发展的需要。一定程度上说，努力

的方向正确比埋头苦干更重要，方向对

了，通过埋头苦干才能实现目标；如果

方向偏了，特别是南辕北辙了，越埋头

苦干反而离目标越远，时间白费、精力

白投，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偏离

正确方向的“埋头”是一种盲目行动，某

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对时间和生命的浪

费。“抬头”之人能看清方向，辨清道路，

知道该不该“埋头”，值不值得投入时间

精力，不做偏了方向的无谓努力，不稀

里糊涂地前行。

懂得“抬头”的人，具有大局意识，

站得高、看得远，思想敏锐，视野开阔。

这类人对自己的职责定位了然于胸，能

顺应时代潮流而动，善于谋划未来，看

清发展趋势，特别是在重大问题和关键

环节上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

善于把握形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本

质、明辨是非对错，善于从寻常事物中

发现问题，善于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

中发现端倪，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

系中理清思路，坚持努力的方向不偏

移。这样，只要持之以恒地埋头苦干，

就一定能实现预定目标。

“抬头”能使人看到他人之长，进而

学习借鉴，抓住机会，让人生迈上新的台

阶。一个人最怕的就是闭门造车，既不

看道路，也不看别人。抬起头来，多向身

边优秀的人学习，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从中找出自身不足，不断改进，如此不但

能增强自己的能力，也能赢得他人的尊

重。不抬头看别人，怎么去学习别人的

长处？学不到别人的长处，就无法进步，

只能无休止地重复低效率的劳动。善于

兼顾“抬头”看与“埋头”干的人，身上的

闪光点容易被发现，人生价值也能够更

好地实现。

“抬头”与“埋头”
■汪光鑫

●一些人能够成功做事、有所
成就，往往是因为具有精雕细刻、
精益求精的态度，具有脚踏实地、
持之以恒的状态，无论遇到什么情
况，都不会降低做事的标准

有句俗话叫“萝卜快了不洗泥”。
这里的“快”是指卖得快。通常萝卜出
售前，菜农或者商贩会把萝卜洗干净，
这样看着光鲜，买家愿意买。如果供不
应求，就沾着泥巴一起卖，买家也不会

过多挑剔。后来引申为，在商品畅销
时，商贩往往就不考虑其外观、服务，甚
至是质量了。

细节决定成败。一流的商家绝不会
做“萝卜快了不洗泥”的事，而是任何情
况下都会把“萝卜”洗干净。上世纪 80
年代，海尔生产的一批冰箱有几十台存
在缺陷。有人认为这些冰箱不影响正常
使用，而且当时市场上冰箱供不应求，就
提出降价处理的方案。企业负责人张瑞
敏却做出了惊人的举动：拿起一把大铁
锤，砸烂了所有有缺陷的冰箱。海尔今
天的成就得益于这把锤子留下的传统：
注重细节，追求尽善尽美。只有在细节
上不马虎，才能走得更稳更远。而那些

带着“泥”的商品，尽管能让人获得暂时
的利益，但终将会为此付出代价。

商品“快”了“不洗泥”，会影响企业
发展；倘若工作中“萝卜快了不洗泥”，
会出现什么结果呢？现实中常能见到，
有的工作压茬推进、节奏很快，统筹兼
顾不好而眉毛胡子一把抓，曰“大水漫
灌”；有的多数工作干得很漂亮，个别有
瑕疵，只肯定成绩不总结教训，曰“瑕不
掩瑜”；有的重大工作整体上很好，“最
后一公里”趴窝了，但也基本上实现了
目标，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曰“看主
流不看支流”……这些节奏上的快、数
量上的多、任务上的重，都是另一层意
义上的“快”；出现遗漏、瑕疵、趴窝等，

也就是工作中的“不洗泥”。本该洗掉
的“泥巴”而没有洗掉，就会埋下隐患，
甚至会影响大局，导致“一着不慎、满盘
皆输”。所以，工作再“快”，也不能带
“泥巴”，必须一是一、二是二，掺不得一
点沙子。

古人说：“不虑于微，始成大患。”重
视细节，做好细节，才能防患于未然。
一些人能够成功做事、有所成就，往往
是因为具有精雕细刻、精益求精的态
度，具有脚踏实地、持之以恒的状态，无
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会降低做事的标
准。在日常工作中，不管时间多紧、事
务多杂、任务多重，我们都须搞好统筹，
严格要求，严谨细致，严出成效。

“萝卜快了”也要洗净“泥”
■赵 飞

训练场上，两名战士你追我赶，全力

以赴，奋勇争先。

优秀成绩的取得，往往是竞争带

来的结果。虽然竞争总是面临着巨大

压力，但也正是这种压力的存在，才能

激发出人们的潜能，为创先争优注入

强大动力。棋逢对手的竞争，能逼着

自己进步，让自己不断攀登新高度，在

竞争中成就更好的自己。

你追我赶—

有了对手好进步
■余海洋/摄影 陈镇西/撰文

●“抬头”是前提，管的是方向
和道路；“埋头”是基础，提供的是
前进的动力。两者相互作用、相互
促进，并需要不断交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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