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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新闻说修养

知行论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笔谈

●身体高度难以提升，“精神
高度”却大有提升的空间，而且应
作为人生的最重要追求

每个人都有两个高度，一是身体
高度，一是“精神高度”。如果说身体
高度是由父母决定、基因制约的，那
么“精神高度”则是由自己决定、后
天实现的。有的人既有身体高度，也
有“精神高度”，那是最好不过；有的
人虽然身体高度欠佳，却“精神高
度”出色，比如，坐在轮椅上的霍
金，高不过一米，却心骛八极，眼望苍
穹，研究的是“高大上”的宇宙学；五
短身材的鲁迅，终生关心的是民族素质
的提高，以笔为枪，纵横驰骋，立起一
座思想的高峰。

还有一种人，虽然身高可羡，凛凛
一躯，却是扶不起的阿斗，“精神高
度”低得可怜。他们遇事无决断，做事
怕担当，稍遇挫折便张皇失措，出师不
利便想打道回府，成则趾高气扬，败则

灰心丧气。而且，心胸狭窄，小肚鸡
肠，受不得一点委屈，吃不了一点亏。
这种人即便有丈二身高，也是地地道道
的“精神侏儒”。

如果说，身体高度体现的是一个人
的生理特征，那么“精神高度”彰显的
则是一个人的心理状况和精神内涵。身
体高度难以提升，“精神高度”却大有
提升的空间，而且应作为人生的最重要
追求。

勤奋读书可以提升“精神高度”。
博览群书，勤读苦研，博采众长，兼收
并蓄，就如同站在层层叠叠的书本上，
“精神高度”想不高都不行。马克思为
了写《资本论》，精读了 2000多册有关
的权威经济学著作，细研 4000 多种报
刊杂志，就好比站在巨人肩膀上，刻苦
钻研使他自己也成了精神巨人。

建功立业可以提升“精神高度”。
一个人贡献越大，建树越多，事业越成
功，功勋越卓著，就像脚下垫起一块块
基石，其“精神高度”自然会高于平常
人。孙中山领导革命历经千辛万苦，最
终推翻帝制，实现共和；邓小平三落三
起，初心不改，开启改革开放新征程，
引领中国人民走上幸福之路。他们的
“精神高度”令人高山仰止。

服务奉献可以提升“精神高度”。
领导干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始终保
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然会受群
众拥戴，被群众赞扬，成为合格公仆。
普通人积德行善，多做好事，多行善
举，诚如《菜根谭》言：“平民肯种德
施惠，便是无位的公相。”雷锋，普通
一兵，个头不高，但无私奉献，热爱人
民，捧上一颗爱心，做了无数好事，成

为高如山岳的道德楷模，为世人所景仰
所学习。

修德养心可以提升“精神高度”。一
个人思想境界高，学问见识广，自律标
准严，品德高尚，志趣高雅，自然会德
高望重，以德服人，“一览众山小”。“忠
诚履行使命的模范指挥员”杨业功、“献
身国防科技事业杰出科学家”林俊德、
“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张超、被誉为
“中国肝胆外科之父”的吴孟超等，崇德
向善，高风亮节，爱岗敬业，不辱使
命，埋头苦干，为国家强盛人民幸福殚
精竭虑，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宵衣旰食，
其事业的高度和精神境界的高度少有人
及，堪称全军楷模，足以彪炳史册。

珠玉在前，先贤表率，我们每个人
都应见贤思齐，努力提升自己的“精神
高度”，决不当“精神侏儒”。

勿忘提升“精神高度”
■陈鲁民

●“名”应是“生前身后名”，是
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和群众口碑，
而不是蜗角虚名；“利”当是人民群
众的利益，而不是汲汲于一己之私
和蝇头微利

前不久，习主席对张富清同志的先

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他用自己的

朴实纯粹、淡泊名利书写了精彩人生，

是广大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学习的榜

样。为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

中宣部日前在湖北省来凤县向全社会

公开发布张富清的先进事迹，授予他

“时代楷模”称号。张富清同志深藏功

名60余年，毕生都在努力为党的事业

和人民的幸福而奋斗，当他的英雄事迹

重现在人们面前时，让人感到的是沉甸

甸的分量。

人生在世，谁都想活得有些分量。

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人生的分量如何体

现？笔者认为，不在于身处的职位、手

中的权力，更不在于头顶的虚名，这些

给人带来的都是“虚重”，在岁月的冲刷

之下终将归入历史的尘埃；真正有分量

的人生，在于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多大贡

献、为人民群众干了多少实事。只有多

关注这些人生的“净重”，共产党员的价

值才能真正得以体现，才能在历史长河

中让生命绽放光华。

“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

而不争。”名利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的反映。如何看待名利，是检验

一个人品格的试金石，更是衡量共产

党员党性修养的度量衡。看当下，有

的人追求所谓“位高权重”，以为拥有

这些“附加之物”，便会身价大涨、分量

大增，结果被名利蒙蔽了心智、淡忘了

初心、迷失了奋斗方向；有的人认为追

逐名利就能体现分量，看之重、追之

切，最终陷入名利的泥潭，被物欲所

困，为虚名所累。

“无私，然后能至公；至公，然后以

天下为心矣。”作为党员干部，应该好好

想一想：入党为什么？现在该做什么？

将来身后留点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家

董必武说过，“一个自觉的革命家和一

个普通人不同之处虽然很多，但最重要

的一条区别，就在于他们对于‘我’的态

度不同：是唯我，还是忘我？是事事以

我的利益为出发点，还是以群众的利益

为出发点？”“唯我”还是“忘我”，就是追

求人生“净重”还是“虚重”的问题，只有

回答好这个根本问题，才算是一名纯粹

的共产党员。

计利当计天下利。今年3月，习主席

在意大利访问回答有关问题时说：“我

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

‘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

己。”对共产党人来说，名和利是同党

和人民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所要追

求的应是超越了功利范畴的“名利”。

“名”应是“生前身后名”，是共产党员

的光荣称号和群众口碑，而不是蜗角

虚名；“利”当是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

是汲汲于一己之私和蝇头微利。共产

党员只有摆脱名利的羁绊，才能够挤

掉思想和行动中的“水分”，满怀激情、

心无杂念地投身到事业中去，为党为

民干实事、谋实绩。

多关注人生“净重”，既是共产党员

价值观的反映，也是干事创业方法论的

体现。在名利面前，党员干部应多一些

淡然与坦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有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胸怀和气

度，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

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坚持以

德修身、以德立规、以德定行，自觉加强

党性修养、提升思想道德境界，立好共

产党员的样子；自觉祛除“虚重”、提升

“净重”，不患一己之得失，而忧事业之

兴衰，像张富清那样保持纯洁、真实、质

朴的品性，一心一意为了初心和使命而

奋斗。

（作者单位：31401部队）

多关注人生的“净重”
■张少波

●一名军人使命感越强，精
神状态就越激昂，练兵积极性就
越高，练兵动力就越足

习主席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担

使命，就是要牢记我们党肩负的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勇于担当负责，积极主动作为，保

持斗争精神，敢于直面风险挑战，

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无私无畏的勇

气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

阻。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广大官

兵勇担使命苦练精兵、不辱使命能

打胜仗指明了方向。

使命呼唤担当，军队与使命同

生；使命引领责任，军人与使命同

在。牢记肩负的历史使命，树立正确

使命观，是新时代革命军人的职责所

系、光荣所在。军队的历史使命，历

来同党的历史使命紧密相连，同国家

安全和发展利益紧密相连。强大的人

民军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

要支撑，革命军人肩负着厚重的历史

责任和神圣的使命担当。在革命军人

心目中，使命重于生命，庄严的使命

感是对合格革命军人的基本要求。从

革命先辈“使命在身，万死不辞”的

英雄壮举到后来人谱写“矢志不渝，

不辱使命”的崭新篇章，是一代又一

代革命军人无怨无悔、勇于担当的真

实写照。新时代革命军人只有牢记使

命、担当使命、献身使命，才能让人

生在为伟大事业而奋斗的过程中发光

发热、实现价值。

勇担使命，就要着力强化内心使

命感。使命感是一个人内在永恒的核

心动力，是点燃工作激情的火种。有

强烈使命感的人，必定是自觉奋斗的

人、百折不挠的人、任劳任怨的人、

坚强不屈的人。一个人使命感越强，

责任感就越强，工作激情也就越强

烈。使命感是军人追求胜利的力量源

泉，新时代革命军人当有强烈的使命

感，热爱军人这个崇高的职业，真正

担当起军人的责任与使命，努力锤炼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的打赢能力，尽好守卫国家安全、守

护人民安宁之责。军人的天职就是为

了国家安全、民族强盛、人民安宁而

随时准备战斗、随时准备牺牲。勇于

担当的军人，一定是一名有强烈使命

感的军人，一名有血性的军人，一名

尚武精武的军人。使命感根植于理想

信念，标定出军人的价值坐标，一名

军人使命感越强，精神状态就越激

昂，练兵积极性就越高，练兵动力就

越足。

勇担使命，就要铆定战位积极主

动作为。广大官兵是部队建设主体，

是战斗力的“刀尖”，强化使命感，

增强使命意识，就要在积极主动、奋

发作为中立起练兵备战鲜明导向，牢

固树立战斗力标准，始终把备战打仗

作为第一要务，在深入纠治和平积弊

中苦练精兵，增强练兵习武的责任感

紧迫感，激发练兵积极性，苦练精练

手中武器，掌握过硬的杀敌本领，打

造精兵劲旅；就要坚持刻苦训练、科

学训练，弘扬“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的战斗精神，不畏强敌对手，不

惧艰难险阻，努力培养英勇顽强、勇

往直前的战斗作风，敢于与强敌过招

的勇气决心；就要针对当前国际复杂

多变形势，着眼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

利益，直面风险挑战，大力强化敌情

观念、战备观念，时刻做好上战场为

祖国而战的准备，致力于“能打仗、

打胜仗”，履行好新时代党和人民赋

予的历史使命。

勇
担
使
命
练
精
兵

■
汪
光
鑫

●受得了苦累，下得了苦功，
做得了苦差，才能干好本职、干出
成绩、有所作为

身在军营，从来就是苦累和付出

常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是军人的

常态，吃苦是军人成长不可或缺的一

环，能吃苦是军人素质的“标配”。在

面对苦累时，杜富国从不退缩，乐于

吃苦，埋头苦干，主动争任务、勇于

站前列。他经常身负20多公斤的炸药

拉着绳索滑行，穿着10多公斤的防护

服在近 70度的陡坡上执行搜排任务，

作业完成后，衣服已被汗水浸湿……

正是这种不怕苦累敢担当的精神，磨

砺出他“让我来”的血性胆气，磨砺

出军人钢铁般的意志品质。

“平时不习劳，而临战忽能习劳

者；平时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战忽能

忍饥耐寒者，未之有也。”战场胜敌，

根基在平时的勤练苦练实练。杜富国

为了能将排雷技能练到极致，每天拿

着探雷针练习，直到胳膊累得抬不起

来。工作中，越是艰苦危险他越是冲

向前，每次扛炸药都争着扛两箱，肩

膀常被背带勒出血印。精神本自磨砺

生，苦累成为杜富国提高实战本领的

“磨刀石”，使他有底气在急难险重任

务面前站排头、当先锋，更有胆气喊

出“让我来”。

吃苦是一种精神、一种勇气、一

种境界。年轻时能吃苦、敢吃苦是一

种积累，能够为未来的人生奠定坚实

基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与杜

富国接触过的人都有一个共同感受，

那就是在杜富国身上有一种超越他实

际年龄的坚定、沉着和冷静。雷场上

出生入死，让他成熟沉稳，即使在为

救战友受伤昏迷苏醒后，在得知自己

双手被截肢的情况下，杜富国仍希望

“装一双智能手，能继续去排雷去战

斗”。英雄本色的背后，是征服磨难、

克服痛苦、熬过孤独的自我升华，映

射的是对信仰的忠诚、对使命的坚

守、对责任的担当。

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

男。当代青年官兵入伍前大多在父母

的呵护下成长，经历少、阅历浅，更

少有艰难困苦中的磨炼。参军入伍

后，既然选择了担当强军重任，就要

补上“吃苦”这一课，主动“找苦

吃”。要像杜富国一样在日常工作训练

的苦与累中历练身手，在基层的艰苦

环境中积累沉淀，在紧要关头叫响

“让我来”，用实际行动践行“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具备了

这样的品质，才能在新时代新征程中

履行使命，奋发有为。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

香”。受得了苦累，下得了苦功，做得

了苦差，才能干好本职、干出成绩、有

所作为。如今，随着军队现代化建设的

大步迈进，我们的“钢”多了，可是有

些官兵的“气”却少了。有的怕苦怕

累，艰苦的岗位不愿去，训练强度稍微

加大就叫苦，只想过得去，不求练得

精；有的消极保安全，在训练上缩手缩

脚、畏首畏尾，不愿涉足险难课目训

练；有的思想上怕吃苦，干工作挑肥拣

瘦，只愿做那些轻便的、容易的、好做

的事。诸如此类，不仅与实战化训练的

要求相去甚远，更与完成备战打仗的使

命任务不相适应，是注定打不了胜仗、

担不起重任的。

“奋斗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往往

荆棘丛生、充满坎坷。”青年官兵要跟

上强军的时代节拍，要立志在军营成长

成才，就必须沉下身子、静下心来迎接

挑战，像杜富国那样知难而进，勇于接

受苦累的洗礼，在吃苦中磨心智、练本

事、强能力；在吃苦中厚积薄发，磨砺

意志品质，交出不辱使命、无愧时代的

合格答卷。

（作者单位：第75集团军某炮兵旅）

经得苦累 挑得重担
—“时代楷模”杜富国的成长启示③

■李晓明

●增强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
警惕和防范重大风险，做到“图之
于未萌，虑之于未有”

前段时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
要创始人、CEO任正非在接受电视台
专访时说：“我们已经做了 2万枚金牌
奖章，上面的题词是‘不死的华为’。”
面对主持人“华为是不是到了最危险、
最危难的时候”的提问，任正非不假思
索地回答：“现在我们公司全体振奋，
整个战斗力在蒸蒸日上，这个时候我
们怎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应该是在
最佳的状态了！”这一回答可谓底气十
足、信心满满。

人们不禁要问，这份从容和自信从
何而来？对此大家可能见仁见智，但有
一点毋庸置疑：科学的发展战略和经营
策略是华为的信心之源。

华为公司面对个别国家的制裁打
压，之所以能够稳住阵脚、从容应对，一
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企业领导层善于战
略思维，富有远见卓识，敏锐洞察事物
端倪，超前采取防范措施，对可能遭遇
的危机早有准备，对可能面临的挑战留
有后手。

早在 15 年前，华为就成立了潜心
研发半导体、核心器件的海思公司。这
个团队十几年不显山露水、不出名挂

号，默默地做事，如今已经拥有具备自
主知识产权的五大系列芯片。正是有
了这个低调的研发团队，今天华为才有
了不畏霸凌的底牌，才能面对遏制打压
而从容应对。试想，华为早先若是缺乏
忧患意识和远见卓识，不下先手棋，不
打主动仗，如今就会是另一番处境和局
面了。

可见，谋事创业就要胸怀远见、从
长计议，未雨绸缪、防范在先。倘若心
中无忧、手中无策，看形势忽视潜在风
险挑战，抓工作缺乏前瞻谋划部署，遇
事临时抱佛脚，关键时刻就会无所适
从、受制于人，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贞观政要》中讲：“备豫不虞，为

国常道。”作为干事创业的团队特别是
领导者，要取得事业成功，就务必深知
“看不到危机是最大危机”的道理，增
强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警惕和防范
重大风险，做到“图之于未萌，虑之于
未有”。要立于当下而不忘远忧，处于
顺境而不忘逆虑，平静平安中考虑可
能遭遇的风险，顺风顺水时预想可能
面临的挑战，针对前进道路上的隐忧
和隐患，备好抵御和应对风险的“工具
箱”，构筑规避和化解风险的“防火
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各种风险
和挑战面前，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紧
紧守住安全主阵地，确保底线不破、后
墙不倒，始终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
钓鱼台”。
（作者单位：联勤保障部队第903

医院）

未雨绸缪
方能遇事不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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