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军人修养 E-mail:jfjbshyxy@163.com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１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徐文耀 张国强

知行论坛

影中哲丝

●“坚持转作风，纠治‘和平病’”系列谈之三

方 法 谈

●享乐主义是“看不见的敌
人”“温柔的陷阱”，对军队的根本
危害是消解斗志、松弛备战

满清“八旗兵”入关前曾是“威如雷

霆、动如风发”的精锐之师，入关后不过

百余年，便“三五成群，手提鸟笼雀架，

四处闲游，甚或相聚赌博”，变得不堪一

击。“打天下”时励精图治，能征善战、所

向披靡；“坐江山”时贪图享乐，刀枪入

库、马放南山，最终自己打败自己。这

样的例子，历史上并不鲜见。

谈及和平积习对军队的影响，习主席

深刻指出：“思想的锈蚀比枪炮的锈蚀

更可怕。”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军持续纠

“四风”、改作风，享乐主义得到有效遏

制。但是，和平环境和市场经济条件

下，防反弹、防回潮任务依然艰巨。针

对现阶段享乐主义“存量”，必须要好好

摆一摆、挖一挖，来一个大起底、大扫

除，让其无处遁形——

有的精神懈怠，感觉“狼”一时半

会不会来，即便来也轮不到自己上，只

想当个“和平官”光宗耀祖，或者当个

“和平兵”丰富阅历；有的关注沙场少、

关心市场多，进指挥所少、上招待所

多，游离中心，渐渐忘却当兵打仗、练

兵打仗的初心使命；有的安于现状，热

衷于建“家园”、造“花园”，守摊子、混

日子；还有的缺乏新动力，执行几次演

训任务，有了几项训练突破，便想着躺

在功劳簿上“吃老本”，不愿再冒风险

“吃螃蟹”，等等。

以上享乐主义的种种表现，看似是

思想觉悟不高、自我要求不严的问题，实

则是危害极大的慢性病，对战斗力的锈

蚀犹如“温水煮青蛙”，在不知不觉中进

行、在悄无声息中完成，也许比明火执仗

的对手更具杀伤力。

享乐主义是“看不见的敌人”“温柔

的陷阱”，对军队的根本危害是消解斗

志、松弛备战。“三军以戒为固，以怠为

败”。如果别人在磨刀霍霍，你却在醉

太平中沉迷，把练兵备战抛在一边，敌

人就会在望远镜后面窃喜。当前，我国

正处在由大向强、将强未强的关键时

期，面对敌对势力使绊子、卡脖子，甚至

还有可能亮刀子的形势，我们如果耽于

安逸、忘战怠战，以不打仗心态做打仗

准备，就难以经受住政治考验、战场考

验、时代考验。一旦战争打响，毁的是

军队，最终坑的是国家、害的是民族、苦

的是百姓。

一支军队如果贪图安逸、追求享

乐，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斗志瓦解，精气

神丧失。对于长期和平环境可能对部

队战斗精神的影响，习主席的告诫一

针见血、击中要害：和平时期，决不能

把兵带娇气了。威武之师还得威武，

革命军人还是要有血性。无论什么时

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不

能丢。

和平是对军人的最高奖赏，“和平

病”却是军队的最大敌人。如果说战火

硝烟的生死较量是对军人“刚性”的检

验，那么和平时光的物质诱惑就是对军

人“韧性”的考验。一刚一柔，是横亘在

军人面前的两道关。跨过去才能所向无

敌，跨不过就可能一溃千里。我们必须

旗帜鲜明反对享乐主义，彻底与享乐主

义决裂。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抵制享乐

主义，最根本的是要从思想上解决问

题。要扎实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

强军重任”主题教育，常思什么是理想、

什么是前途、什么是幸福的“人生三

问”，践行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

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的“三不伸手”精

神，提高思想境界，摆脱低级趣味，保持

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作战部部长

什捷缅科大将说过一句话：“战争到来，

首先要淘汰一批和平时期的将军。”这

句话值得我们深思警醒、反躬自问：真

的到了那一天，我们会不会成为那批被

淘汰的人？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

有没有信心和能力决胜疆场？作为一

名革命军人，要充分认清军队和军人的

根本职能和担负使命，自觉强化“本领

恐慌”，主动走出“舒适误区”，集中精力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扎扎实

实把打仗本领搞过硬，切实担起该担的

重任、扛起该负的责任。

气为兵神，勇为兵本。享乐主义与

血性胆气是对立面，会让官兵软绵绵；

艰苦奋斗与“两不怕”精神是好搭档，能

让官兵嗷嗷叫。选择参军入伍，就告别

了安逸舒适。当前抵制享乐主义、纠治

“和平病”，要下大气力纠治“骄”“娇”二

气，从身边那些见怪不怪的现象改起，

把享乐主义赶出训练场；要强化战斗精

神培育和战斗作风养成，探索部队、家

庭、社会共育战斗精神的方法途径；要

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铲除享乐主

义滋生的土壤，形成崇尚“铁马秋风、战

地黄花、楼船夜雪、边关冷月”这个军人

特有的“风花雪月”的浓厚氛围。

不让“思想的锈蚀”毁斗志
—从反对享乐主义入手纠治“和平病”

■杨振国

部队集结整齐列队，一排排全副武

装的官兵，好似铜墙铁壁一般给人以排

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势。

铜墙铁壁的形成，有赖于团结。人

心齐，泰山移。打仗从来不是一个人的

事，打赢也不可能仅依靠某个人的英勇

战斗。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一定是一

支有着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军队。

部队讲求整齐划一、步调一致，听令而

行、闻令而动，上下一心才能形成克敌

制胜的强大力量。

古人说，上下同欲者胜。当前，全

军从统帅到士兵，聚力所向是备战打

仗。上下一心锤炼打仗本领，提高打赢

能力，我们这支有着光辉战斗历程的人

民军队，就一定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

能战、战之必胜！

铜墙铁壁——

上下同欲者胜
■柳 军/摄影 文 章/撰文

●用端正的态度对待学习，日
积月累、不断升华，功到自然成

学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才能更
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
众化。毛泽东说：“基础的东西是马克
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
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
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学通马克思
主义哲学，一项基本功就是原原本本读
原著，把自己置于经典作家的思想和理
论之中，集中精力、少走弯路地接受科
学哲学思维的训练。对经典作家的思
想和理论系统化、条理化、精准化地学
习，能让我们科学把握蕴含其中的立
场、观点、方法，而不是肤浅地停留在对
理论的碎片化学习、片面化理解上。

原原本本学原著，就要坚持原汁原
味学。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应该把
主要时间精力用在对那些最精华的东
西的学习上，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
是这样的人类思想精华。经典原著是
经得起时间、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学习
经典原著有助于培养我们科学正确的
思维方式，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锤炼把握现实的敏锐眼
光。只有不断巩固强化马克思主义理
论基础、固本培元强根基，思想境界才
能得到升华，眼界和格局才能得到拓
展，从而更加坚定认识与改变世界、强
化使命担当的志向，才能立足当下奋发
图强促发展。

原原本本学原著，就要扎扎实实下

功夫。怀一颗虔诚的心，能够静得下
来，坐得下来，用端正的态度对待学习，
日积月累、不断升华，功到自然成。还
要和自身工作学习生活结合起来，让现
实中的困惑在一遍遍精读原著中得到
思路和答案，找到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
作方法，这样既有利于我们对现实的精
准把握，又便于深化对原著的理解。对
经典原著要立足实践领悟，在实践基础
上注重理论创新，进一步深化认识，把
握事物本质，增强实践主体的创新意
识，促进理论新发展，提升认识新境界，
开创工作新局面。

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
是教义，而是方法。”把握这个方法同样
需要方法。要按照习主席要求的“原原
本本学习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去做，拿出啃硬骨头的精神，边读边思
考，当阅读量达到一定程度，思考积累到
一定程度，自然会有认识的升华。在学
的过程中要逐字逐句反复读，遇到不理
解的还要不耻下问。坚持精读与泛读、
略读与细读相结合，做到既能具体地理
解原理要义，又能从整体上把握体系框
架，学会在学习中总结，结合实际举一反
三，构建一个开放的学习体系，通过不断
地学习实践来完善优化自己的认知结
构。就像马克思主义需要不断丰富和发
展一样，我们的学习能力、知识储备、实
践水平也是在不断更新中逐步完善和提
高的。还要经常进行延伸阅读，不断开
阔视野，强化、丰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
解。同时注重运用理论解决现实问题，
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
机结合，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立足本
职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建功立业。

（作者单位：武警特警学院）

原原本本学原著
■朱 锐

●面对光荣的使命，谁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埋头
苦干，谁就能勇立潮头，尽展风
采，铸就无怨无悔人生

据《自然杂志》报道，前不久，科研

人员把一根装有陨石碎片、植物种子,

以及手机、信用卡等物的不锈钢管埋

在北极地区的一座岛上。据说，这根

钢管可在地下保存逾50万年。人们

希望通过这个“时光胶囊”，“为我们这

个时代留下一个纪念”。

面对岁月匆匆的脚步，有人常抱

怨：时光老人太无情。其实，在茫茫宇宙

中，时间是最公正的判官，它不为谁的喜

爱而延伸，也不为谁的厌倦而缩短。所

谓“良宵苦短”“度日如年”，只是人们在

不同环境中的不同心理感受罢了。所

以，人生路上怎样面对匆匆岁月，以有限

的生命去追求无限事业、留下奋斗足迹，

是每个人必答的考题。

博尔赫斯在其小说《小径分叉的

花园》里，用“小径分叉”来比喻时间的

分叉，因为“时间总是不断地分叉为无

数个未来”。其实，时间分叉只是形象

的文学修辞，时间不会自动分叉，而恰

恰是人的奋斗，才让未来具有可以期

待的无限可能性。那些在事业上奋勇

拼搏、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人，总是为

人们所怀念和敬仰。从焦裕禄、谷文

昌到沈浩、廖俊波，从雷锋、王杰到杨

业功、李向群，一代代优秀共产党人、

革命军人，以一心向党、一心为民、一

心干事、一生干净的奋斗业绩和高尚

品格，树立起一座座不朽的丰碑。

时间在其现实展开上，或者与人生

紧密相连，或者与空间不可分离，于是就

有了时间的人文属性和物理属性之

别。人文属性因其人的主观能动性，展

示出特有的韵律与节奏。刚刚过去的

2017年，对于中国来说，可谓好戏连台、

喜讯频传，事业的推进环环相扣、节节取

胜，击鼓催征奋蹄疾，轻舟已过万重山。

“新时代”——一个极富历史思辨的

词汇，既镌刻着刻骨铭心的民族记忆，又

透露出一股放眼未来的凌云之气。随

之，标注历史时刻的一个个时间节点向

我们铺陈开来。2018年，改革开放40周

年；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

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

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古人曰：“得其志而中心倾之，然

忘己以为千载一时也。”习主席曾沉痛

地讲述中国“失去的二百年”：从18世

纪到20世纪，西方国家飞速前进，中

国却一次次痛失工业革命的机遇、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只是“蜗牛

般地爬行”。今天的中国，不仅有决心

找回所失去的，而且大踏步地赶了上

来。在新时代前进的大潮中，每个人

都是其中的一滴水、一朵浪花，都在见

证历史、参与历史、融入历史。国家前

行的坐标，就是每个中华儿女前行的

目标。有了清晰的坐标，人生就不会

彷徨迷惘，事业就不会辍步中途。

身处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每天

都在书写奇迹、创造历史。在同一起跑

线上，面对光荣的使命，谁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锐意进取、埋头苦干，谁就能勇

立潮头，尽展风采，铸就无怨无悔人生；

谁缩手缩脚、踟蹰不前、选择安逸、不思

进取，谁就会碌碌无为、荒芜人生，最终

被时代所淘汰。实现伟大梦想、成就伟

大事业，要靠奋斗；个人成长进步、个人

价值实现，也要靠奋斗。只有把个人追

求融入伟大时代、伟大事业，把奋斗的足

迹留在时代里、时光里，才能书写出绚丽

的人生画卷。

奋
斗
是
留
给
时
代
最
好
的
纪
念

■
向
贤
彪

生活寄语

“心态”是一个经常被人们提及的
词。浏览书架，不乏关于心态的“宝
典”；冲浪网络，总有抚慰心灵的“鸡
汤”。可以说，“心态”是一个影响我们
人生的关键词。

心理学家马斯洛说：“心态若改
变，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习惯跟
着改变；习惯改变，性格跟着改变；性
格改变，人生就跟着改变。”那些人们
眼中的成功者，之所以能在人生道路
上越走越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

始终有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有一种
“不抛弃、不放弃”的执著精神，始终
坚信只要信念坚定、奋发进取，成功
就会在不远处招手。事实证明，只要
我们时刻对人生充满希望，时刻保持
一种冲锋的姿态，不失信心、不灭斗
志，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迈不过
去的沟坎。

人生路漫漫，总会有不如意、不顺
利之处，如果心里总是打着“小算盘”、
念着“小九九”，遇到不如意就抱怨，人

生将会变得很灰暗，也难以走得更远。
近代学者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业
者、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
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这说出了一个人生道
理，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格局大才能境
界高。好心态怎么炼成？关键在于心
有大格局。

前进途中，有平川也有高山，有缓

流也有险滩，有丽日也有风雨，有喜悦
也有哀伤。如果你会因迷茫而烦恼，说
明你还希望进步；如果你会因错过而后
悔，说明你懂得了珍惜；如果你会因失
败而痛苦，说明你不是为失败而来，不
甘于失败；如果你会因伤心而流泪，说
明你还想活得快乐，追求幸福。人生路
上，面对风雨坎坷，用快乐心导引情绪，
用执著心追求事业，用平常心看待得
失，用感恩心回报生活。我们如此积极
涵养好心态，人生定能更出彩！

涵养好心态，人生更出彩
■何 雄 郭 宏

●如果我们能将眼光放长远，
把做细做好“劳苦不功高”的工作
当作对自己的磨砺和锻炼，就会发
现我们收获得很多很多

《明史·李如松传》中有这样一段

记载：“明旦，如松下令诸军攻围缺东

面……令游击吴惟忠攻迄北牡丹峰”，

描述的是明朝万历年间，东征提督李

如松率兵援朝抗倭，指挥平壤战役的

情景。从一些历史记载来看，文中提

及的游击将军吴惟忠，受领的任务是

最艰苦且没有胜算的。平壤城北的牡

丹峰驻军人多且易守难攻，李如松令

吴惟忠攻击牡丹峰的目的，只是为了

阻止此处的敌人援救平壤城。虽然吴

惟忠在战斗中身先士卒、重伤不退，但

直至平壤城被攻破，其所率部队依然

未能攻下牡丹峰，攻占平壤城的主要

功劳自然也轮不到他。在很多人看

来，吴惟忠就是一个“劳苦不功高”的

人，但他这种为了全局胜利而不计个

人得失的精神，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为后世所称赞。

现实中，有很多这样“费力不讨好，

劳苦不功高”的工作。这类工作难度不

小，短时间内又很难出成绩，还不那么

受重视。类似这样的工作，很多同志唯

恐避之不及，如果自己碰上了，就会抱

怨不断，感到自己做的都是无用功，吃

了很大的亏。其实，如果我们能将眼光

放长远，把做细做好“劳苦不功高”的工

作当作对自己的磨砺和锻炼，就会发现

我们收获得很多很多。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我们

平日观赏花草树木，看到的往往是枝叶

果实，而很少去留意它们的根茎。但如

果没有深埋土下、不被关注的根茎，花果

又如何生长？任何事物，有处于主要位

置的，就有处于次要位置的，但无论主要

还是次要，都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缺

一不可的。在日常工作中，如果我们能

跳出个人得失的桎梏，从全局的角度看

待问题，无论上级是否关注，无论功劳是

大是小，都能将自己从事的工作做细做

好，为整体的成功甘当“绿叶”，也就逐渐

树立了自己的大局观念。有了这种大格

局，就会为自己的军旅生涯和人生旅途

打下极为重要的基础，无论将来做什么，

这都是成功不可或缺的品质。

法国昆虫学家让·亨利·法布尔有

一句名言：“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

人。”他自己也始终身体力行这句话。

法布尔一生清贫，童年时因家境贫寒而

辍学，当过铁路工人、卖柠檬的小贩。

虽然生活艰辛，但是他没有放弃追求，

始终坚持学习、坚持探索、坚持著述，以

《昆虫记》一书留名后世，雨果称他为

“昆虫世界的荷马”。当我们在为自己

琐碎而不被重视的工作而抱怨的时候，

在哀叹机遇对自己不加青睐的时候，其

实也放弃了自我提高的机遇和可能。

正如印度诗人泰戈尔所说：“如果你因

错过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

星。”其实，我们做好本职工作的最终目

的从来都不应是为了得到他人表扬，而

应是不断锤炼提高自己。毕竟，厚积才

是薄发的前提，只要自身变得卓越，成

功就必然会属于你。

每一名军人都有自己的职责，都有

自己的使命，而这份职责和使命是党和

人民赋予的，无论是否处于关键环节、

重要位置，都是神圣的、不容懈怠的，都

应该不折不扣地去完成好。这样才不

负我们从军报国的初心，不负我们入伍

时的铮铮誓言。

肯干“劳苦不功高”的工作
■周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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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边随笔

●用快乐心导引情绪，用
执著心追求事业，用平常心看
待得失，用感恩心回报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