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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心 录

影中哲丝

小鸟能够吮吸到枝头的花蜜，

靠的是出色的悬停技术。在接近花

蕊的时刻，小鸟必须掌控好飞行的

速度。此时若加速飞行，升力过

大，则很容易冲高；而飞行速度不

够，升力过小，小鸟则势必从空中

下落。

这对于我们处理工作有着积极的

借鉴意义。从事一项工作，也需要把

握好快慢节奏。当主客观条件具备的

时候，我们应当乘势而上，加速推

进，否则势必错失良机，贻误工作；

而当主客观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则需

要审时度势，减速缓行，如果一味地

盲目冒进，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甚至还会适得其反。

悬停吮蜜——

把握好做事节奏
■王争亚 摄影并撰文

从身边事看修养

●既善于抓大放小、以大兼
小，又注重以小带大、以点带面，
统筹好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
主要与次要的关系，自会把时间用
出效率

现实中，工作“忙乱”的现象屡见
不鲜。有的同志看似忙忙碌碌，“5加
2、白加黑”，“辛苦指数”很高，但成
效并不明显。有的工作缺乏主见，忙得
跟陀螺一样，却没有把握准前进的方
向；有的干工作分不清主次，“眉毛胡
子一把抓”，陷入“事务主义”的事无
巨细，忙于“命令主义”的上传下达，
一天到晚跑跑颠颠，干得最多的是简单
重复的工作；有的工作缺乏筹划，经常
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
导致工作随波逐流、顾此失彼，很难取
得实质性进展。

时间，既客观又主观，既是常量
又是变量。客观之处在于一天 24小时

是固定的，是个常量；主观之处在于
对时间的调配因人而异，利用得如何
又是个变量。部队工作千头万绪、任
务繁重，想要用好时间这个“常量”
和“变量”，确保各项任务齐头并
进，落实有力，就要对每一项工作做
到精密谋划，何时完成、通过哪几步
完成、需要哪些具体的条件、期望达
到什么样的效果等，都要有一个清晰
的路线图，搞好统筹兼顾和平衡协
调，牵住“牛鼻子”、学会“弹钢
琴”、找准“金钥匙”，既善于抓大放
小、以大兼小，又注重以小带大、以
点带面，统筹好当前与长远、局部与
全局、主要与次要的关系，自会把时
间用出效率。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奋斗的

过程中，如何用好“争”的手段，实现
“不负韶华”的目的？迫切需要我们合
理调配好时间，让工作保持高质高效。
通过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推进一项项
具体工作，紧张快干、真抓实干，善始
善终、善作善成。学会合理运用时间，
善于向时间要效率，干工作才能做到蹄
疾步稳，游刃有余。

善于向时间要效率
■吴 卿

●抓工作最忌讳的就是嘴上说
得热闹，要求很高，实际做起来却大
相径庭

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是开展工作最

有说服力的注脚。然而实际工作中，却

有一些领导干部热衷于“声”先士卒，

打官腔、唱高调，雷声大、雨点小。抓

工作最忌讳的就是嘴上说得热闹，要求

很高，实际做起来却大相径庭。实践表

明，身先的力量大于“声”先。群众欢

迎率先垂范、身教重于言教的领导干部。

当然，开展重要的大项工作，确实

需要做好思想动员，或是及时跟进表

态，必须拿出明确态度、发出响亮声

音。但这只是抓工作的一个环节，没有

身先士卒的决心和行动，嗓门再大、调

门再高，也发挥不好引领作用，更难以

把工作落到实处、干出成效。

一些领导干部热衷于“声”先士

卒，以“声”作则而不以身作则，是思

想认识和工作作风出现了问题。比如，

有的觉得调门越高，表明对工作越重

视，殊不知“光打雷不下雨”只会寒了

群众的心；还有的把“声”先士卒当成

了一种工作方法，认为自己讲过了，工

作强调了、布置了，就等于落实了，而

不去跟踪问效。凡此种种，根子还是一

些领导干部的官本位思想作祟，没有把

自觉为基层服务、真抓实干的责任担当

放在心里、扛在肩上、攥在手中。

“ 人 不 率 则 不 从 ， 身 不 先 则 不

信”。领导干部需要身先士卒，这是职

责所系，是对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

在工作中处处身先士卒，敢喊“看我

的”“跟我上”，亦是人品官德、党性

觉悟和政治能力的体现。20世纪50年

代，黄河发生洪涝灾害，把郑州的一

座铁路桥冲歪了。当时由于技术所

限，紧急情况下，当地群众便想出用

人力拉纤的“土办法”把桥墩拉正，

得到了上级同意。拉纤的那一天，周

恩来总理突然来到现场，脱下外套加

入纤夫队伍。大家都说：“总理，不用

您拉，您指挥就行啦！”周总理笑着

说：“这里没有总理，只有纤夫！”最

终，周总理和一万多名纤夫一起喊着

整齐的号子，成功把桥墩拉正。身为

一国总理，日理万机，能亲临现场、

实地指挥已是不易，而周总理却跳到

水里和群众一起当纤夫，怎能不鼓舞

士气？可以说，无论什么时候，领导

干部身先士卒所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

力都是不容小觑的。

“槁竹有火，弗钻不然；土中有

水，弗掘无泉”。身先士卒担当，心无

旁骛干事，方能钻取“槁竹之火”，掘

得“土中之泉”。作为领导干部，“喊

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抓工作不能只

有“声”先士卒，而应抛弃杂念，行

动起来，真抓实干，解决问题；远离

“光说不练”，尽显良好作风，以“关

键少数”的身先士卒带动绝大多数，

为强军兴军作出应有贡献。

干工作不能光“声”先士卒
■许 威 孙家斌

生活寄语

方 法 谈

知行论坛

●我们既应保护“棱角”，
防止被庸俗哲学消解了斗志，
也要注重刻画“纹路”，增强自
己的素质本领

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喜欢走

平整而略带纹路的道路。棱角分明

的石头或砖块砌合在一起，形成一

个稳固的平面，行走在上面不会

有障碍；一块块石头或砖块上的纹

路，则为脚底提供了摩擦力，让人

们前进的步伐更加平稳有力。

在军营里，每名同志都是单位

建设的一块基石。做人做事有“棱

角”，敢于较真碰硬、求真务实，

当然值得提倡，因为这样有利于发

现问题、从实际出发解决好问题，

推动部队建设发展，使前进道路更

加平坦宽阔。同时，也应鼓励每一

个人努力研磨自己，增加内涵，提

高本领，做一块有“纹路”的基

石，将自身作用发挥到最大，助力

部队建设发展更加稳健平顺。

然而仔细观察，现实中一些同

志常会二者缺其一。光有“纹路”

而无“棱角”者，多关注自己的

“一亩三分地”，只埋头于自己的技

艺精进，而面对单位建设中的问题

则不敢或不愿提出自己的想法；光

有“棱角”而无“纹路”者，干事

劲头虽足，落实起来却常常效果

不佳，他们虽能在大是大非面前坚

持原则，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却

缺乏解决问题的技巧方法。

唐代魏征以“敢于直谏”闻名，

他提出的许多意见建议针砭时弊，切

中肯綮。但“棱角分明”的魏征其实

也“布满纹路”，他在早年勤学苦

研，达到了“通贯书术”的水平。入

仕后他又常常深入百姓中，体察民

情。正是魏征多年的学识沉淀和对于

本职工作的专注，才使他能及时发现

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也正是因为拥

有了像魏征这样兼具“棱角”和“纹

路”的人才，唐太宗统治期间才能成

就“贞观之治”。

现实中，兼具“棱角”和“纹

路”的人才多起来，做到既敢提出

问题又能解决问题，才能更好地

促进事业发展。所以，我们既应保

护“棱角”，防止被庸俗哲学消解

了斗志，也要注重刻画“纹路”，

增强自己的素质本领。唯有如此，

才能真正成为强军路上一块稳固的

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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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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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然

累了就睡行军床、饿了就吃泡
面，“人随叫随到，有紧急任务下达，
她拎着行李箱直奔岗位”。近日，湖
北省疾控中心某实验室主任刘琳琳
的先进事迹被媒体报道，她这种对待
工作“不讲条件”的精神激励斗志，也
引人思考。
“不讲条件”反映的是一种对待

任务的精神状态，是完成任务的重
要保证。抗美援朝期间，面对抢占
三所里的硬任务，113 师官兵不想
“不可能”，只想“一定能”，“边走边
吃饭，边走边下达任务”，用铁脚板
书写了“14小时行军 72.5公里”的奇
迹，有效阻击了敌军。相反，如果面
对任务挑三拣四，跟组织摆困难、讲
条件，不仅不利于工作开展，还影响
军心士气。
“不讲条件”体现的是一种担当

勇气。对党员干部和革命军人来讲，

就是要在任务面前不讲条件，组织交
给的任务在哪里，就要义无反顾奔向
哪里；多为更好地完成任务而殚精竭
虑，不为个人利益而斤斤计较。战斗
力构成是多方面的，“不讲条件”所蕴
含的工作作风和战斗意志也是能打
胜仗的重要保证，某种程度上说也是
战斗力。因此，要在任务面前争扛红
旗、在困难面前敢逞英雄，心无旁骛、
攻坚克难，坚决完成好上级赋予的每
一项任务。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
活。“不讲条件”不是无计划地盲目乱
干，也不是一味口头表态，而是体现
于实打实的行动落实，需要过硬的能
力素质作支撑。这就要求我们多接
几次“烫手山芋”，多当几回“热锅上
的蚂蚁”，在急难险重任务中经风雨、
壮筋骨，锤炼能担当、善担当的硬本
领，提高执行力和战斗力。

任务面前“不讲条件”
■陈占琨

●德才兼备树立威信，平易近
人凝聚威信，宽猛相济巩固威信

“有威则可畏，有信则乐从，凡欲服
人者，必兼具威信”。威信是带兵人发
挥“领头羊”作用的基石。当前，我军以
“90后”和“00后”为主体的士兵，大都
思想活跃、个性鲜明、自我意识强，这是
他们的时代特点。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带兵人只有通过不断增强自身的影响
力和感召力，才能做到平时得人心、战
时保打赢。

德才兼备树立威信。“才者，德之
资也；德者，才之帅也”，道出了品德与
能力的关系。人无德不立，德行是一
个人的立身之本。带兵人以德立威，
首先应重视和加强修身立德，不断追
求人格上的完善。“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特别是在涉及
选人用人、评优评先、特情处置等方面
的情况时，更应“一碗水端平”，切实做
到公开、公平、公正、公道。对于带兵
人来说，必须“德有才以辅之，才有德
以主之”，做到德才兼备，才能得到下
属发自内心的拥护。能力素质过硬的
带兵人，思维敏捷，洞察力强，看问题
全面客观，办事情周全妥帖。“喊破嗓
子，不如做出样子”。带兵人自身德才
兼备，以身作则当好表率，就能够赢得

官兵的尊重，树立自身威信。
平易近人凝聚威信。《史记·鲁周公

世家》记载，“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
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讲述了社会
治理重在亲民的道理。设身处地才能
感同身受。作为带兵人，只有平易近
人、不摆架子，用“知心、关心、热心、耐
心、交心”把准官兵的思想脉搏，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方能长久凝聚
官兵、树立威信。开国上将许世友在下
连当兵期间，没有架子，与战士们打成
一片，被评为“五好战士”，给我们树立
了榜样。相反，倘若带兵人喜欢摆架
子，不体察部属疾苦，动辄就训斥部属，
总想以势压人，非但不会增加威信，还
会导致威信降低。

宽猛相济巩固威信。《左传》有
语，“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
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
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强调了宽猛相
济在管理中的重要性。带兵也是同
样的道理。作为带兵人，应坚持依法
办事与以情带兵相结合，恰到好处地
用好手中权力，宽以猛为后盾，猛以
宽为前提，既要有严格的要求、严明
的纪律乃至严厉的处罚措施之“猛”，
又要有体恤、关爱部属之“宽”。严厉
的批评教育和春风化雨般的谈心都
是带兵所需的方法手段，对事“猛”一
些，对人“宽”一些，既让犯了错的人
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又要给其及
时改正的机会，如此才能巩固好带兵
人的威信。

威信从何而来
■梁文全

●热爱本职，扎实劳动，善于
创造，永远是成长进步的必经之路

没有人会忘记，2020年的春天来得

如此蹒跚。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社

会在许多方面按下“暂停键”，使本来

正常的生活变得非同寻常。在大多数

人被迫宅在家中的时候，环卫工人、外

卖小哥、快递员、村干部，还有供电、供

水、供暖、供气等各个系统职员，一直

在街头、在田头、在岗位，维系着社会

运转。一个个平凡普通的劳动者，从

事着因疫情暴发而变得不再普通的劳

动，给居民提供着生活必需，也给社会

带来温暖。

四月春风拂过，春暖花开时节，久

居家中的人们终于实现走近自然的渴

望，心情也像经受风霜的花朵重新绽

放。闭门的商铺陆续营业，停产的厂矿

重启马达，冷清的大街再现车水马龙，

农田里一派繁忙景象……站在这样特

殊的时间节点抚今追昔，使人更加看到

劳动的伟大、感受到奋斗的力量。

一切文明成果，无不是劳动者迈向

进步的脚印。泱泱五千年，“民亦劳止，

汔可小康”的憧憬，“五谷丰登，物阜民

康”的期盼，曾是多少仁人志士美好的

梦想。劳动人民接续奋进，用双手创造

了巨大财富，也留下了各种文化遗产。

从造纸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四大

发明”，到“日出万匹，衣被天下”连接东

西方世界的丝绸之路，从多姿的歌舞、

琳琅的画卷，到数理逻辑、诗词歌赋，人

们赞美历史成就，更敬畏人类自身，为

劳动者的创造创新而自豪。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

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

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1964年春，毛

泽东同志作《贺新郎·读史》词，百十余

字，纵论古今气势恢宏，谈笑间对整个

中华民族史予以评点。“人事有代谢，

往来成古今”，历史长河的丰富多彩其

实都是劳动过程的展开和深化。人们

在劳动中，建立了人类特有的社会关

系，形成了人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产

生了现实的物质力量，“在劳动发展史

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恩

格斯语）。

一把把磨制过的石斧，一尊尊铸造

而成的铜鼎，一架架锻造出来的铁犁，

都是劳动进步的产物。而到了今天，这

些不同历史时期的标志物，只能作为文

物来陈列。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有些

曾经先进的东西失去了使用价值，有些

文化糟粕将被扬弃，有些残花败叶也会

自然凋谢，而永恒的是人类劳动本身。

劳动，可以创造物质财富，更能锤

炼劳动者自身。人的智慧在劳动中涵

养，人的能力在劳动中提高，人的价值

在劳动中得到实现，人的一切喜怒哀乐

都深藏在劳动过程之中。正如习主席

指出：“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

实劳动才能铸就。”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在援

鄂医疗队里，有1.2万多名这样的年轻

人，他们昨天还在父母身边撒娇，今天

毅然冲向抗疫最前线。一张张稚气未

脱的脸庞，一双双柔弱娇嫩的肩膀，一

副副青春可爱的样子……他们虽然年

轻，却肩负起被托付生命的重担。“玩

起来像个孩子，履职时又非常可靠”，

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青年一代不

同的成长模样，也感受到了他们与老

一辈相同的成长路径，那就是“在战斗

里成长”。他们投入疫情防控的战斗，

与病魔进行殊死搏斗，用责任、担当、

乐观、奉献为青春作出完美注解。热

爱本职，扎实劳动，善于创造，永远是

成长进步的必经之路。

当前，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

效，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但“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形势依然严峻，任务非

常艰巨。再放宽视野，站在“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建成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未来的征程有

机遇也有挑战。今天的中国，正经历成

长的风雨。

如何经风雨、见彩虹？怎样才能打

开这挑战之门、铸就新的辉煌？说到

底，“锁钥”就在劳动实践中。问题从现

实中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实践中探

索完成。“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要万

众一心加油干，越是艰险越向前。”我们

唯有不惧风雨、不畏艰险，辛勤劳动、诚

实劳动、科学劳动，才能够夺取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进而创造新

的历史、赢得更加美好的未来。

劳动铸就生命里一切辉煌
—写在202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

■谭 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