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红的五月，灿烂的青春。经过抗疫斗争的洗礼，新时代中国青年的青春，散发出更加
夺目的光彩。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主席寄语新时代青年指出，“青春由磨砺而出彩，
人生因奋斗而升华”。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
年一代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综合素质对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未来至关重要。每一个青
年都“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奏响担当与奋斗的青春主旋律，我们的国
家和民族才会有光辉的未来。这一期“修养视点”推出一组文章，与广大青年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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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主旋律：担当与奋斗
—写给新时代中国青年

忆传统话修养

修养视点

“苦”跟“甜”是相对的，但同时
两者又是相依而生的，有苦才有甜，
知苦才知甜。

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对同样的事
情，不同人经历会有不同感受和表现。
比如，有人把读书学习当成苦差事，捧
起书本就兴味索然、昏昏欲睡，有人却
沉浸其中、乐此不疲；有人把劳作当成
苦役，干起活唉声叹气、怨声载道，有
人劳动起来却心情愉悦、心甘情愿；有
人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仍觉得苦闷，有
人风餐露宿、四处奔波却感到快乐……

反差的背后，反映的是人生态度和人生
追求的不同，也就是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的不同。

能吃苦，体现的是一种进取精
神，不甘人后，奋发有为；体现的是
一种敬业精神，任劳任怨，埋头苦
干；体现的是一种创业精神，不畏困

难，不怕艰辛；体现的是一种奉献精
神，乐于付出，敢于牺牲。实际上，
一个人吃的苦越多，对生活的理解也
许就越深刻。经历过苦难的磨砺，会
使人变得更加坚强；经历过挫折的考
验，会使人变得更加成熟。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的职

责就是为了国家安全、社会安宁而随
时准备战斗、随时准备牺牲，无论前
路多么艰险，哪怕是刀山火海，也要
义无反顾、向险而行。军人的职责使
命决定了必然要与苦累和危险相伴。
可以说，当兵就是要吃苦受累，要冒
着严寒酷暑执勤巡逻，要在训练场上
摸爬滚打，在边关哨卡寂寞坚守，在
灾难降临时勇敢“逆行”。既然选择了
军人这个崇高职业，就当以苦为乐、
以苦为荣，培养“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的战斗精神，扎扎实实上好“吃
苦”这一课。唯有如此，才算是一名
合格军人，才能在知重负重中做到不
辱使命。

品出苦中甜味来
■轩 荻

言简意赅

“人民军医”，多么亲切的称呼，庚

子之春一次次响彻在荆楚大地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的战场上。习主席一声令

下，人民军医披星戴月，风雨兼程，火

速驰援武汉，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冲锋陷阵，被习主席称赞为新时代最

可爱的人。白衣勇士们以誓死不退的

决心，履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铮铮誓言，又一次在人民面前挺立成

一座钢铁长城。那些“最美逆行”无所

畏惧的身影，那些摘去口罩、护目镜后

的“最美印痕”，那一封封请战书、一个

个红手印，释放出穿越时空的魅力，成

为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危难中，“解放军来了”，是人民群

众的呼唤和期盼，也是胜利的希望和

喜悦。在人民群众心里，人民军队就

是乌云密布时突然出现的那道光。为

什么人民如此信任解放军？有一种回

答获得了许多人的共鸣与点赞：“中国

人民解放军，还有个亲切的称呼：人民

子弟兵！子弟兵，是人民母亲在呼唤

这支队伍的乳名，让人想到血浓于水，

让人感到母子深情。”

危难之时的义无反顾、舍生忘死，

诠释出人民子弟兵的家国情怀。军人

的家国情怀，源于对国家、民族和人民

的大忠、大义与大爱。“执干戈以卫社

稷”，中国军人和国家荣辱与共、血脉相

连，和民族兴衰相伴、同脉同源，他们用

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军人家国情

怀中的红色基因，是每一名革命军人血

脉中的遗传因子，是人民军队鲜明的政

治底色，是我们生死与共的精神图腾。

那些灾难面前义无反顾、迎难而上的勇

士，那些决绝凛然、全力托举人民生命

的英雄，都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民族大

义，都身体力行地传承发扬了红色基

因。人民子弟兵深沉地爱着脚下的这

片土地，国家有难时，人民子弟兵用无

数次行动作出了同样的回答：这是一支

随时能够为了国家和人民赴汤蹈火奉

献一切的军队！

人民子弟兵，总是视人民利益重于

一切。革命军人有很多“样子”，抗洪抢

险时穿的是救生衣，抗震救灾时穿的是

迷彩服，如今疫情防控穿的是防护服，

但在人民群众心里，只有一个“里

子”——人民子弟兵。危难之时，既是

人民对子弟兵作风形象的“样子”之考，

也是意志品质的“里子”之考。维护人

民利益是人民军队不变的初心。人民

军队从建军之日起，就与人民群众形成

了血脉相通、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它

昭示了人民军队深厚根基在人民、奋斗

价值在人民、力量源泉在人民的本质属

性。军队动若风发，民心稳如磐石，人

民子弟兵爱人民为人民的优良传统，是

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用汗水和奉献谱

写的。人民军队在坚决维护人民利益

中一路前行，战胜无数艰难险阻、不断

夺取新的胜利。

爱军精武乃胜战前提。军队首先

是一支战斗队，是为打仗而存在的。

虽然我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担负的具

体任务不同，但作为战斗队的根本职

能始终没有改变。“平时忘我、战时忘

死”，敢打硬仗、善打硬仗的人民子弟

兵以爱军精武的铁血担当，勇当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守护者和捍卫

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做到召

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成为让

党和人民放心的力量。

人民子弟兵一次次以赤子情怀

把使命扛在肩上，把人民的利益高高

举过头顶。在一次次考验中，人民子

弟兵用实际行动一次次交出合格答

卷。无论任务多么艰巨，挑战多么严

峻，作为革命军人，我们都会不负统

帅嘱托，不负如山使命，践行入党誓

词中的庄严承诺：随时准备为党和人

民牺牲一切！

（作者单位：解放军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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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恳善意的批评，是真正的
关心爱护，能让人更加清醒地认识
到自己的不足，迎头赶上

当年，徐海东大将有个习惯，老部
下探望他时，他经常会问一问对方：犯
政治错误没有？经济上多吃多占没有？
同老婆离婚没有？有时他的夫人在一旁
提醒：“多年不见的老战友，怎么好这
样问？”老将军一脸严肃地说：“净说好
听话，算什么老战友！”被问的老部下
事后讲，将军“三问”，光明磊落，情
意深长。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要把问题摆
到桌面上来。有错误当面提，有问题当
面讲，可以有效避免犯错误，防止小过
失演变成大问题，有利于个人成长进
步，有利于党的事业发展。

然而现实中对待批评，为什么有的
同志却不想批评、不愿批评、不敢批
评？说到底是“私”字当头，“怕”字
作怪。到底怕什么呢？一怕得罪人，担
心批评重了伤人自尊，埋下怨恨，影响
友谊；二怕揭“疮疤”，担心踢了别人
的“痛处”，对方也会揭自己的“短
处”；三怕丢选票，担心“栽花少了、
栽刺多了”，别人选票不再投给自己。
如果这也担心、那也害怕，还怎么推进
党和人民的事业呢？作为党员干部，如
果真心为了党的事业发展，真心为了同
志的成长进步，就应该磊落坦荡，做到
无私无畏敢批评。

陈云同志讲过，有钱难买反对自己
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促使自
己思考问题。“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
逆耳利于行”，当面批评显党性，诚恳
接受批评见境界。党员干部当有容得下
尖锐批评的雅量，对批评虚心以待、虚
怀若谷，放下架子、撇开面子，诚心诚
意地接受同志间的批评，有则改之，无
则加勉。不能当面佯装接受、态度貌似
诚恳，事后却怨气冲天、牢骚满腹，甚
至打击报复。如果不愿意听取不同意
见，“老虎屁股摸不得”，谁还敢当面批
评呢？要知道，对待批评，越是坦荡越
能赢得尊重，越是担当越能拥有威信。
诚恳善意的批评，是真正的关心爱护，
能让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迎头赶上。

对于组织而言，应积极营造良好
的政治环境，鼓励开诚布公的批评。
“上有所率，下有所进；上有所行，下
有所仿”，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领导
干部带头是关键。领导干部对部属如
果藏着掖着，部属怎么可能敞开心
扉？所以，要尊重敢于发表意见的同
志。伏尔泰说：“我不赞成你的观点，
但我坚决捍卫你发表自己观点的权
利。”只有鼓励和倡导大家讲真话、讲
心里话，宽容别人讲错话，大家才会
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还要健全完善
相关制度，让正直敢言的人受到保
护，让当面不讲背后乱说的人受到惩
罚。只有这样，才会真正形成既有集
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
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
活泼的局面。

（作者单位：中央军委政法委）

当面批评显党性
■李照达

“世间万物有盛衰，人生安得常少
年”。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人生际
遇，而最大的际遇就是能够与党、国家
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中
华之崛起而读书”“把有限的生命，投入
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团结
起来，振兴中华”，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烙
印的口号，曾激励无数青年踊跃投身激
情澎湃的火热岁月，成为时代的弄潮
儿，成长为国之栋梁、民族精英。今天，
我们赶上了一个美好的时代，民族复兴
将在我们这代青年手中得以实现，这是
当代青年最为幸运、最为难得的人生际
遇。习主席指出：“只有把小我融入大
我，才会有海一样的胸怀，山一样的崇
高。”离开了祖国需要、人民利益，任何
孤芳自赏都会陷入越走越窄的狭小天

地。我们欣喜地看到，在这次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中，全国各族青年
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人民最需要的时
候挺身而出，不畏艰险、冲锋在前、真情
奉献，展现了当代中国青年的担当精
神，赢得了党和人民高度赞誉。

青春年华，奋斗才是它最亮丽的色
彩。80 多年前，毛泽东同志曾发出过
什么是模范青年之问，那就是“永久奋
斗”“把革命干成功，干到底”。奋斗是
青年应有的一种精神状态。李大钊说，
“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
华也”，但是如果失去奋斗，青春就会黯
然失色。奋斗是幸福之源、成长之梯、
成功之基。青年只有“立鸿鹄志，做奋
斗者”，才能在“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
回首”的时候，收获“灯火阑珊”的喜

悦。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
春是用来回忆的。没有奋斗的青春是
苍白的，虚度年华，青春就将褪色。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青年如璞
玉，越磨砺越能显露其美。茅盾说过：
“斗争的生活使你干练，苦闷的煎熬使
你醇化，这是时代要造成青年为能担负
历史使命的两件法宝。”这句话讲得很
深刻，能给青年很好的启示。大学毕业
季即将到来，青年学子当响应党的号
召，“到基层去、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去”，在基层一线、艰苦地区摔
打磨炼，壮实筋骨。军校学子也要主动
到边远艰苦地区去，到练兵备战的一线
部队去，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立志投身强军事业有所作为。在急事
难事上历练，才能使本领和内心都强大

起来；在矛盾斗争的漩涡中淬炼，思想
“免疫力”才能更强大，才能在政治上变
得成熟起来。

青春之花要去除精致利己主义的
灰暗色。精致利己主义是青年成长的
大敌，它是一个枷锁，锁住的不仅是手
脚，更是心志，会让心灵致盲，拘于狭
隘。精致利己主义是一个陷阱，一旦跌
入其中，就会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当
代青年应该有宏大志向，绝不能两耳不
闻窗外事，一心只过“小日子”。应该以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两弹
元勋们、“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科学家
们为镜子，经常拿来照一照，把自己身
上利己主义的尘埃擦拭干净，才能使青
春光彩照人。

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
芳华。军队是最需要青年、也是青年
集聚的地方。“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
百卉之萌动”，青年时期是人生的黄金
时期，青春是美好的但也是短暂的。
珍惜青春就必须赋予青春以梦想、奋
斗和磨砺，让青春之花在党和人民需
要的地方、在强军兴军的实践中绚丽
绽放。

让青春之花绚丽绽放
■丁晓春

青年是新时代的生力军，是推动
国家繁荣发展的“硬核”力量。在此
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场上，1.2万
多名“90后”医护人员挺身而出，越
是艰险越向前，赢得了全国人民点
赞。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青年
正在用责任与担当为青春增色。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

而升华”。抗击疫情中的“90后”青年
一代为我们生动描绘了新时代中国青
年群像：他们有热血敢担当，有本领
肯吃苦，为这场战“疫”注入了一往
无前的青春力量。可以说，经此一
役，“90 后”青年们对责任与奉献的
感受更加直观，对担当与勇敢的理解
更加深刻，以后的路也会走得更加从
容、更有底气。作为青年官兵，要让

青春之花在党和人民需要的地方绽
放，就应自觉以援鄂青年为榜样，把
责任扛在肩上，在各自的岗位上勇于
担当作为，朝着奋斗目标笃定前行。

青年当以心怀家国为己任。“苟利
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疫情
发生以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大
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风雨同舟、共
克时艰，打响了一场同时间赛跑、与
病魔较量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
战，涌现出无数感人事迹。我军自诞
生之日起，就始终在党的旗帜引领
下，与民族同命运、和人民同呼吸、
同祖国共发展，青年官兵更应自觉传
承爱国主义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努
力实现从小我到大我的跨越，从小家
到大家的升华，把爱国心转化为报国

志、强军行，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担当奉献，
与祖国同频共振、砥砺前行，为实现
中国梦强军梦加上生动的青春注脚。

青年要有奋进担当的韧劲。在这
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各行各业
的劳动者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
控做贡献。“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
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抗击疫情斗
争中，军队医务工作者特别是青年医
护人员纷纷请战上一线，奋战在一
线，坚持人民至上、使命至上，以勇
于担当、敢打硬仗、科学救治的实际
行动助力抗疫，为党和人民再立新
功。当下，广大青年官兵尤需弘扬这
种奋斗精神，持续保持奋进担当的韧
劲，既慎终如始、抓细抓实疫情防控

工作，又善作善成、抓紧抓好年度各
项工作，确保部队练兵备战顺利有序
进行，自觉担当起强军重任。

青年应不负韶华强“内功”。青年
时期是人生成长的重要时期，也是苦
练本领、增长才干的黄金时期。毋庸
讳言，由于疫情的原因，社会生活虽
然一度受到干扰，但对许多人来说，
却增加了难得的独立学习思考时间。
因此，即便是“宅”在家里，也应踏
实学习、潜心钻研，从而抓住因
“疫”而生的学习时光，求真学问、强
真本领，苦练“内功”。当然，无论是
疫情期间，还是疫情过后，青年官兵
都应珍惜韶华，把学习作为重要任
务，作为一种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
增知强能，厚积实力，努力使自己成
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
“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

功”。只要我们把握青春年华，不负大
好时光，下一番苦功夫，练好“内
功”，就一定能蓄满青春正能量，为大
好青春年华打上责任与担当的烙印，
走好人生路，阔步新征程，不辱新时
代中国军人的荣光！

为青春打上担当烙印
■孙家斌

前不久，就读于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的祁逸菲毅然选择参军入伍。三个
多月的时间里，她经历了淬炼，成为
一名光荣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让生命
中从此有了军旅的足迹，让青春因此
有了奋斗的注脚。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习主席
指出：“只有进行了激情奋斗的青
春，只有进行了顽强拼搏的青春，
只有为人民作出了奉献的青春，才
会留下充实、温暖、持久、无悔的
青春回忆。”马克思曾言，青春的光
辉，理想的钥匙，生命的意义，乃
至人类的生存、发展……全包含在
这两个字之中——奋斗！五四运动
后百年以来，一代代中国青年满怀
对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心，为人民
战斗、为祖国献身、为幸福生活奋

斗，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祖国和人
民，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壮丽的青春
之歌。

青春是用来担当与奋斗的。当
年，面对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威
胁、核讹诈，20 多岁的林俊德毅然
选择远赴戈壁大漠，隐姓埋名，为
国铸盾；矢志打赢的模范飞行员蒋佳
冀，作为全师最年轻的飞行员参加对
抗空战检验性考核，不断创新战法训
法，荣获“金头盔”奖……对人民军
队来说，青年官兵是强军兴军的基础
所在、希望所在，青年官兵当以更加
饱满的热情、更加高昂的姿态肩负起
打赢重担，追梦强军、奋力前行。

奋斗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往往
荆棘丛生、布满坎坷。面对前进道路
上的挫折和挑战，只有勇往直前、敢于

胜利，才能赢得主动、获取成功。2019
年 12月 27日晚，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
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
这也是继长征五号遥二任务发射失利
之后，时隔 908天的圆满回归。“胖五”
问鼎苍穹的那一刻，年轻的科研工作
者们热泪盈眶、相拥致意。两年多来，
面对失败与挫折，无数航天人卧薪尝
胆、全力以赴、枕戈待旦，经历无数个
不眠之夜，经过呕心沥血的奋斗，才有
了“胖五”的成功复飞。强军征程上，
向高处登攀、向远方前行，还有一道道
山梁必须翻越，一个个险滩必须闯过，
新时代青年官兵应真诚团结、共同奋
斗，凝心聚力、干事创业，踏着改革强
军的鼓点阔步前进。

强军兴军需要“一棒接着一棒
跑”，青年官兵只有永葆奋斗精神，坚

持不懈地奋斗，才能创造辉煌、赢得
未来。新时代的青年官兵当自觉把
“个人梦”融入到中国梦强军梦，在不
断追梦中昂扬精神状态，以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的进取精神，以不怕疲
劳、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以敢打必
胜、一往无前的豪迈气概，练兵备
战、锤炼硬功，担当起我们这一代青
年的历史使命。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现实与理
想之间需要靠扎实的脚步缩短距离。
“奋斗不只是响亮的口号，而是要在做
好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项任务、履
行每一项职责中见精神。”新时代青年
官兵既要胸怀抱负、也要脚踏实地，
把每一个课目训练好、把每一项任务
完成好、把每一项职责履行好，在军
营的一岗一哨里燃烧青春、在一职一
位中释放能量，勇于迎接挑战、战胜
困难，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决心，向
着目标奋勇拼搏，在追梦逐梦圆梦中
写就壮丽的人生篇章。

有人说，苍穹有两颗最美的星，
一颗是青春，一颗是梦想。奋力追梦
的我们，终会因青春在强军征途上的
闪光而熠熠生辉。

用奋斗为青春做注脚
■曹占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