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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是一种觉悟，更是一种
能力，在长期实践中，尤须锤炼自律
的耐力、定力和意志力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出门戴口

罩已成为许多人的自觉意识和行为习

惯。类似的还有“六步洗手法”，使用公

勺、公筷，排队相互距离一米，等等，这些

都是有效预防病毒传播的方法。然而，

方法再好，如果不去实践，也是纸上谈

兵。自觉遵守规定和规则，靠外在的组

织约束力，更靠每个人的自律。

“最艰难的成功，不是超越别人，而是

战胜自己”。疫情面前，最有效的防护是

自我防护，最可贵的品质是自制自律，这

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带给我们的重要启

示，也是做人做事的重要借鉴。自律是一

种觉悟，更是一种能力，在长期实践中，尤

须锤炼自律的耐力、定力和意志力。

自律不难，难的是慎终如始。疫情面

前，松懈就会前功尽弃，侥幸就会带来不

幸。慎终如始、坚持常态化、不获全胜决

不轻言成功，这些是对疫情防控提出的要

求，又何尝不是对自律的要求？“世界千万

人的失败，都是失败在做事不彻底，往往

做到离成功尚差一步就终止不做了”。行

百里者半九十，一篙松劲退千寻。慎始慎

终才能善始善终。高度的自律是时间的

积累和耐心的积攒。那些“中道辍足”、半

途而废的背后，大多是在日复一日的枯燥

重复、姗姗来迟的希望变化中，耐心和信

心被消磨殆尽。国画大师齐白石给自己

定下每天至少作画五幅的目标，即便年逾

九旬，也从不间断；钟南山院士几十年如

一日坚持体育锻炼，这让他能够保持良好

的精神状态，身体硬朗、充满活力。坚持

能孕育出美好的未来，时间能灌溉出成功

的花朵。自律从来都是一场寂寞的长跑，

比拼的不是速度而是耐力，光靠“爆发力”

到达不了“诗和远方”。唯有守住心中的

宁静，耐得住寂寞，经历时光沉淀，才能成

就甘醇的事业、厚重的人生。

自律不易，须经得住环境的考验。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一些地方便出现“人从众”模式，一个重

要原因是受环境、受他人影响，导致一些

人自律意识有所松懈、对自身约束有所

松动。有人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人也是

“路”制造出来的。环境的影响不容忽

视，好的环境对人产生积极作用，不好的

环境则对人产生消极影响。前进路上，

他人的怂恿、外力的驱动、欲望的干扰，

都会成为自律的羁绊；变动的世界、个人

的眼界、做人的境界，都会影响自律的专

注。“谁不能主宰自己，便永远是一个奴

隶”。自律是个人的修行，没人能替你完

成。排除外界干扰，看轻世间纷扰，倾听

内心的声音，坚定内心的追求，始终保持

“梨虽无主、我心有主”的定力，方能在自

律的道路上练出属于自己的“马甲线”。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律更多的是对

抗坏习惯、培塑好习惯。习惯往往支配

着人的思想和行动。我们必须通过长期

严格的自律来养成好习惯、远离坏习惯，

依靠强大的意志力来支撑这种养成。心

理学家研究发现，自律的前期是兴奋的，

中期是痛苦的，后期是享受的。这就好

比跑马拉松，选手跑到28公里处，也就

是约全程的三分之二处时，退赛的人数

最多。据大多数退赛者描述，那一刻身

心极度疲惫，确实感到难以坚持，选择放

弃几乎是毫不犹豫。“自我控制是最强者

的本能”。在自律最困难的时候，“打得

通的便是好汉”，等得来的便是成功。咬

紧牙关，冲破“极点”，突破瓶颈，就能挣

脱束缚，摆脱坏习惯这个“最差的主人”，

让好习惯成为自觉，集聚不断进步的势

能。

对于一支军队而言，纪律是它的生

命。听党指挥靠纪律来熔铸，能打胜仗

靠纪律来聚力，作风优良靠纪律来锤炼，

这些都对军人的“他律”提出更高标准，

同时也对军人的自律提出更严要求。军

人因纪律严格而懂得自律，因懂得自律

而严守纪律。另一方面，军人的一言一

行时刻受到大众的关注，一举一动直接

关系到我军的形象和声誉，所以更应在

自律方面作出表率，平时注重作风养成，

时时处处严于律己，在人民群众心中树

立起良好形象。

自律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情。穿越时间的经度，把握环境的纬

度，标定好自律的坐标，坚持不懈地巩

固和提高自我控制能力，就一定能实现

美好的人生。

经历抗疫，更知自律
■陈大昊

●不忘初心，不失党性，守住
底线，让那些沉沦于“围猎”的悲
剧不再重演

我父亲晚年喜爱垂钓，最令他开

心的事就是费尽心力，把多次上钩又

多次逃脱的大鱼成功钓上来。明明已

经知道鱼饵里面是钓钩，为什么有的

大鱼还屡屡咬钩？父亲告诉我，一是

鱼饵很香，鱼儿很馋；二是有些鱼的记

忆力不好，即便被鱼钩钩豁了嘴，遇上

香饵还是会继续咬钩。

鱼儿是贪婪的也是愚钝的，遇上

香饵就咬钩。由此想到那些在诱惑的

考验中败下阵来的人，并不是不知道

饵后有钩，可为什么还甘愿冒险去

“咬”呢？归根结底是贪婪所致。因为

贪婪，而难免利令智昏。利益诱惑是

检验一个人品质的试金石，能在诱惑

面前不为所动，才是共产党员应有的

品质。当年的朝鲜战场上，担任志愿

军司令员的彭德怀对于慰问物资的发

放，给分管的同志确定了三条原则，第

一自己不贪，第二不送别人，第三敢把

厚脸皮的上司、熟人顶回去。彭德怀

如此要求部属，自己也带头这么做。

如果每一名共产党员都能像彭德怀那

样，在坚持党性原则上始终高标准严

要求，“心不动于微利之诱”，必然会对

物质利益不贪婪、不贪占，自然不会去

咬“钩”，做出违纪违法的事情。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

要坚决斩断“围猎”和甘于被“围猎”的

利益链。斩断利益链，首要的是严防

权力异化为谋私利的工具。那些居心

叵测者处心积虑所追求的就是权力异

化，他们最怕的就是党员领导干部面

对诱惑不动心、不把权力用来谋私

利。为此，他们编织“围猎”网可谓挖

空心思，纵使你拒绝千百次，但只要打

开一次缺口，便会如鱼儿咬钩，难逃被

“围猎”的命运。因此，党员领导干部

当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惕，对诱

惑识得破、忍得住、抵得过，时刻保持

对权力的敬畏之心，牢牢把权力关进

制度的笼子里，强化自我约束，一以贯

之地坚持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

权。否则，只要破了一次制度规矩、留

了一分可乘之机，就如堤溃蚁孔、气泄

针芒，“轿夫湿鞋”后便“不复顾惜”，最

终落得“早知今日事，悔不慎当初”的

下场。

屡次被钓起又屡次逃脱，最终还

是因为嘴馋被丢进了油锅——鱼儿的

悲剧便在于没有多长久的记性。现实

中那些被成功“围猎”的人，往往也是

面对诱惑失去“记性”、缺乏定力的

人。他们在诱惑面前自愿“上钩”，并

不是不知道“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

道理，也不是没看到因贪腐而锒铛入

狱的前车之鉴，但在“香饵”诱惑下，却

把“警示钟”当成了“耳旁风”，如《醒世

恒言》中那个在梦中化身为鱼的官吏

薛某一样，明知饵在钩上，却“眼里识

得破，肚里忍不过”，心存侥幸，掩耳盗

铃，最终难逃法纪制裁。党员领导干

部应常惧法纪之威，常思贪欲之祸，自

觉在法规、纪律内行事，把住第一次、

守住第一关。如果总想盯着界线打

“擦边球”，就如同舍弃走大路而踩“钢

丝”，随时会落入“围猎”圈套，“白袍点

墨，终不可湔”的慨叹、镣铐铁窗以泪

洗面的下场就在眼前。

天下虽有侥幸之事，但面对“围

猎”却绝不能有侥幸之心。鱼儿不可

能懂得敬畏，难逃被人摆上餐桌的命

运。党员领导干部则不能不知敬畏，

要时刻牢记共产党员身份，不忘初心，

不失党性，守住底线，让那些沉沦于

“围猎”的悲剧不再重演。

（作者单位：滁州市琅琊区人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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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谈

谈 心 录

人都有欲望，对正常的欲望有所
追求无可厚非，问题是应懂得如何控
制自己的欲望，让欲望适可而止。对
权力欲的遏制同样如此。权力欲膨
胀，其实是有些人面对权力不能修身
自检，一朝权力在握，便私欲膨胀，把
权力变成了满足不合理欲望的工具，
为所欲为、不加克制。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
以有所作为，造福一方；一旦权力欲
泛滥，在用权中掺入私心杂念，就会
变得不知敬畏，滥用权力，导致欲壑
难填，必将带来悲剧。现实中这样的
例子不在少数。

党员干部遏制权力欲，首先应认
清手中权力是人民赋予的，牢固树立
宗旨意识、服务意识，真正做到为民
用权、为民谋利；其次，为官做人、用
权做事应常怀敬畏之心，强化法纪意
识，常与自己的贪欲作斗争。陈云同
志说：“不跟自己的错误意识作斗争，
结果就会越走越远，终究会离开革命
队伍的。”我们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让“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掐断犯错误的苗头；应加强个人修
养，保持淡泊之心，常扫思想灰尘，剔
除私心杂念，如此为官做事，才会行
止有度，有所作为。

常遏权力欲
■牛承猛 杨希圆

有些党员干部犯错误，往往以
“盛情难却”为借口，强调自己违反
纪律规定是因为顾及某种情面，不
得已而为之。

既然是“盛情”，必有其缘由。特
别是手握权力的党员干部，当有些所
谓的“朋友”对你表达出超乎寻常的
热情时，当警惕其别有用心。如果是
为了收买你手中权力为己所用，让你
违背原则“开绿灯”或“走后门”，这种
“盛情”即便难却，也坚决要却。

有些人口中讲“盛情难却”，也不
排除是为掩饰贪欲寻找托词。心中
存着以权谋私的念头，对“盛情”压根
就不想却，当有人借人情往来拉拢

时，自然半推半就了。殊不知，一些
党员干部就是在这种渐进式腐败中
逐渐堕落，终致身陷囹圄的。党员干
部如果不能做到慎初慎微，就很容易
被人以“人情”为幌子打开突破口。
所以，一定要心有定力，守牢做人做
事底线，否则就会在“人情”攻击下有
“翻车”的危险。

在党性与人情出现冲突的时候，
一名合格的党员干部必定毫不犹豫
地选择党性。时时不忘初心，涤荡精
神，坚定立场，把握原则，胸中自会长
存一股“邪不可干”的浩然正气。如
此，想在人情上做文章的人自然不会
自讨没趣，盛情也就不难却了。

盛情不难却
■陶 磊

基层是智慧的“富矿”，是科学决策

的“源头活水”。只有多沾基层的“泥

土”，主动深入“泥土”里挖掘智慧，才能

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我们党很

多重大决策和理论创新都源自基层“泥

土”，彰显着群众智慧的巨大能量。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

野。基层“泥土”里的智慧是新鲜的、富

有活力的。充分的调查研究、正确的集

智方法是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

要条件。谈到群众智慧，毛泽东同志曾

感叹：“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

的‘诸葛亮’……”党员干部只有拿出“三

顾茅庐”的精神和甘当学生的姿态，常到

基层去向“诸葛亮”问计求策，才能将分

散的智慧集中起来，形成科学的思路和

方法，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合理化。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党员干部

不愿意走进基层这片“智慧沃土”，即使下

到基层，也是隔窗观景、隔层听音、隔人传

信，无形中在自己与官兵间竖起了一道

“隔心墙”；有的党员干部不善于汲取基层

的“智慧营养”，习惯于从书本里寻找答

案，关起门来谋划决策，建“空中楼阁”；有

的党员干部自以为智慧过人，对群众智慧

不屑一顾，慢慢地步入“江郎才尽”的困

境。这些忽视“泥土智慧”的做法，远离基

层、脱离官兵，势必陷入官僚主义泥淖，必

须引起各级的高度警觉。

坐在办公室里，闻不到清新的泥土

气息；埋在材料堆里，找不到鲜活生动的

事例；待在机关楼里不接地气，作不出高

明的科学决策。党员干部应力戒高高在

上的“衙门气”，多些基层的“泥土味”，迈

出“空调房”，踏进“泥巴地”，躬身下田去

刨取热腾腾的“泥土智慧”；善于拜基层

“诸葛亮”为师，广泛调研、广开言路、广

纳群言，让基层官兵的智慧生根发芽、开

花结果。

（作者单位：武警信阳支队）

多到基层去拜访“诸葛亮”
■卓永力

●善于拜基层“诸葛亮”为师，广
泛调研、广开言路、广纳群言，让基
层官兵的智慧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初夏，武警某部训练场，几名特战

队员正在进行特战课目训练。在翻越

梯墙时，只见他们左蹬右跨迎墙直上，

左扶右踏飞身而下，动作规范娴熟。

队员们飒爽英姿的背后，是训练

严抓细抠的刻苦付出，是对动作要领

的潜心钻研。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

应坚持精雕细琢的标准，保持严谨细

致的作风，发扬敬业精业的精神，在

本职岗位上干一行、专一行、精一行，

努力把每一项工作打磨成“工艺”，把

每一门技术练成“绝活”。精雕细琢

才能出精品，才能实现从优秀到卓越

的跨越。

勇攀梯墙——

精雕细琢出精品
■杨 浩/摄影 谭志伟/撰文

知行论坛

●一个人有所“怕”，才能有
所为，有所不为

做人做事，“怕”还是“不怕”？关键
是看对什么人对什么事。唐太宗虽为君
主，也有所怕：“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
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
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
副人望”。这是“君子以恐惧修省”的
怕。可以说，没有唐太宗的“怕”，就没有
励精图治的“贞观之治”。我党我军老一
辈革命家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
不怕“武装到牙齿”的反动派。这种“不
怕”，体现的是大无畏的担当精神。但同
时，他们也有所“怕”，任弼时同志就有
“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
用钱多。一个人有所“怕”，才能有所为，
有所不为。

由此，我联想到一些应该“怕”而
“不怕”的现象。有的党员干部理想信
念罩着“迷雾”，把自己装进“套子”
里，不怕人生方向迷失；有的习惯于当
老好人，工作畏首畏尾，精神暮气沉
沉，不怕部队建设滑坡；有的明知安全
存隐患，不去想办法解决，能推则推，
能凑合就凑合，不怕发生问题；有的遇
到矛盾绕道走，碰到问题打哈哈，面对
风险不敢闯，不怕难题困扰单位建设；
有的谈“错”色变、望“错”生畏，本
该自己负责的事，却要上推下卸，不怕
官兵指指戳戳；有的为官不为，只要不
出事，宁愿不做事，不怕贻误部队发
展。诸如此类的“不怕”，究其原因，
一个是精神懈怠，另一个就是责任担当
缺失，不作为、假作为，尸位素餐。解
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让应该“怕”的真
正“怕”起来。

心存敬畏常思“怕”。“畏则不敢肆
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
祸。”媒体曾对 50多名贪官忏悔录梳理
后发现，其中绝大部分官员从政之初的
才干和政绩是突出的，群众也是认可

的。他们之所以后来走向违法犯罪的道
路，主要就是对权力丧失了敬畏之心。
事实也证明，党性不一定会随着党龄增
长而增强，定力不一定会随着权力增大
而提高。党员领导干部要常怀敬畏之
心，善于用“怕”来约束自己，高悬
“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常反思自己用权
是否公正、有无违纪违法，思想上是否
贪图安逸享乐，从而绕过“温柔陷
阱”，真正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
行有所止。

担当尽责常怀“怕”。位不在高，有
为则名；权不在大，尽责则灵。一名党员
干部如果责任心强，具备担当精神，心中
就会常怕干不好工作、做不好事情。宋
代名相范仲淹每天就寝前，总要把当天
的工作和花费梳理一遍。两者相称，则
能安稳入睡；否则，就夜不能寐。今天，
在推进强军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面
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这种寝食不安的
“怕”应该更加强烈。具体说，就是要在
大是大非面前绝不能沉默失语，无动于
衷，退避三舍，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
套；就是要在矛盾困难面前敢带头，知难
而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当好官兵的
“定盘星”，不做八面玲珑的老好人；就是
要在歪风邪气面前敢斗争，做挡风驱邪
的“泰山石”，循铁规，出重拳，动真格，让
正气压过邪气；就是要在失误面前敢担
当，不诿过，敢于对失误负责，善于从失
败中汲取教训。

正风肃纪常存“怕”。解决熟视无
睹“不怕”的现象，关键在于硬起正风肃
纪的手腕，常查查为什么“不怕”，让
“怕”成为法纪面前的常态。这就必须
始终保持正风肃纪的高压态势，做到零
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
变、刮骨疗毒的勇气不变、严厉惩处的力
度不变，剥去不良风气的“隐身衣”，革除
积弊，让爱岗敬业、奋发有为风气充盈
军营；必须消除认为“紧箍咒”紧了不
自在的抵触情绪，破除不愿革自己命、
不想动自己奶酪的特权思想，在作风建
设上促使更多人完成从不习惯到习
惯、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外力推动到
内力驱动的转变。

当“怕”则“怕”
■成文学

书边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