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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

●透过印象看本质，是一种本
领，更是一种责任

我们常说“透过现象看本质”，说的
是不要被外在的现象所迷惑，要在生活
和工作中学会由表及里、去伪存真。这
里，我们不妨套用一下这个句式，说说
透过印象看本质。
“印象”一词，《辞海》解释为“感觉

过的事物在人的头脑里所留下的迹
象”。就如同拿手机拍照，快门一按，
“印象”就存在了手机相册里。手机相
册里的照片大都很好看，是因为人们都
喜欢美好的事物，能在自己手机里留下
的照片，大多是优中选优的美好瞬间。
“印象”是一个虚词，却实打实地管

用。特别是在工作中，印象的好坏，不
仅关系到自己的人际交往，而且关系到
个人的成长进步。当你进入一个新单
位，你留下的第一印象极有可能产生很
长一阵子影响。给人留下好印象，同事
们喜欢和你相处共事，领导会认为你素
质好，具备培养潜质。

当然，第一印象也有不可靠的时
候。三国时期，马谡谈起兵法头头是
道，结果却刚愎自用，指挥失当，导致街
亭失守；而邓艾讲起话来结结巴巴，常

常惹人讪笑，但在行兵布阵中指挥若
定，屡立战功。从中可以看出，印象不
能作为识人用人的可靠标准，凭印象识
人用人，甚至有可能误导决策者。韩复
榘主政山东的时候，认为每天早起的人
必定勤政，并尽力提拔这样的人。有一
天，一名官员打完通宵麻将，一大早直
接去上班，碰巧被韩复榘看见，一下子
被提升为县长。可见，单靠印象识人、
用人，弄不好就出了笑话。

观察一名干部，虽说印象是第一
关，但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不能仅以印
象考察识别干部，更要懂得透过印象看
本质。人都有两面性，每个人都希望展
示自己最好的一面，以此给人留下好印
象。尤其在领导面前、在关键时刻，一
些人谨小慎微、尽力表现自己，留下的
印象会有失真的可能。在考察干部时，
应力求客观全面、深入细致，绝不能只
简单看表象，以致一叶障目。

透过印象看本质，是一种本领，更
是一种责任。在政治上，不仅要看口头
讲得如何，更要看实际做得怎样；在业
务上，不仅要看能力是否过硬，更要看
大事面前是否敢担当、能担当；在奉献
上，不仅要看对本职工作是否尽心尽
力，更要看集体工作是否全力以赴……
考察一名干部优秀与否，需要多深入基
层听听群众的意见，多在急难险重任务
中审视考察干部，多让时间这个最公平
的评判师来作出衡量。

透过印象看本质
■崔运生 张凤波

方 法 谈

“尤其是在祖国危难时候，正是青

年人奋发效力的时机……这次去，纯为

效劳祖国而去的……我希望我能在救

亡的汪流中，竭我一滴之微力。”1939

年，南侨女机工、共产党员白雪樵义无

反顾，归国参战。家国破碎、战火纷飞，

当年，怀着坚定理想信念投身抗战洪流

的人，不计其数。几十年过去了，回顾

他们的英勇事迹，仍让人心中为之震

撼、热血为之沸腾。

信念犹如燃烧的火炬，无数中华儿

女正是在最黑暗的时刻看到了最深处

的光明，才能在抗战中义无反顾、舍生

忘死，前仆后继、百折不挠，方有“愿与

人民同患难，誓拼热血固神州”的担当，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无畏，“拼

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骨

气，用血战到底、百折不挠立起了整个

民族的精神坐标。

胜人者力，自胜者强。最关键的力

量，是来自内心的坚定信念。给人以星

火者，必怀火炬。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

头，中国共产党高擎信念之炬，扛起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亿万中华儿

女用血肉之躯筑起反击日寇侵略的铜

墙铁壁。

“说我无能可以，别说我怕死！”

1937年，时任八路军第 129师 769团 3

营营长的赵崇德率部夜袭阳明堡，经过

1小时激战，炸毁敌机 24架，歼敌 100

余人。在撤出战斗时，赵崇德为掩护战

友不幸中弹，最后壮烈牺牲。彭德怀元

帅曾在回忆录里称赞赵崇德，“忠肝赤

胆，与日月争光”。

“别管我，守住阵地要紧，守住阵地

就是胜利！”1944年，阻击日军进攻根

据地的海阳长沙堡战斗打响了，任常伦

带领全排32名战士迅速冲向高地，最

终抢在敌人前面，占领了制高点。敌人

不甘失败，多次发起冲锋，多次被我军

击退。激战中，任常伦被一颗子弹击中

头部，将青春永远定格在了23岁。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

而不可夺赤”。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纵

使遇到再大的困难，纵使付出流血牺牲

的代价，也不会动摇革命先辈半分热血

报国的决心意志。正因为高扬理想信念

的旗帜，把战火硝烟当成对自己的精神

洗礼，先辈们才能在与敌人生死较量中

迸发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气概。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

成”。透过波澜壮阔的抗战画卷，我们不

难发现，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我们党在抗

日战争期间能够不断克服各种困难挑

战，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坚定的

理想信念使得革命军人有更高的境界、

觉悟和担当，能承受和乐于承受一般人

不愿承受的艰苦。坚定的理想信念使革

命先辈始终怀着创造美好未来的憧憬和

信心，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把死的危险

留给自己；为了祖国的明天和民族的未

来，宁愿牺牲自己、承受苦难。

大浪淘沙，沉者为金。这是穿透人

心的力量，这是跨越时空的传承。“人类

被赋予了一种工作，那就是精神的成

长”。当然，一个人不可能一觉醒来就

变成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人，经受过磨

砺和考验的信念，才愈发光芒夺目、不

可撼动。“登山不以艰险而止，则必臻乎

峻岭矣”。逆境和挫折，是阻挡弱者的

高山，也是冶炼勇者的熔炉。不因现实

残酷而困顿不前，不因挑战艰巨而放弃

努力，正是因为有守护初心的执着、坚

守信念的定力。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

远的未来”。75年后重温抗战历史，先辈

们用流血牺牲凝铸而成的伟大抗战精

神，是激励我们永远向前的巨大感召

力。我们应清醒认识到，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仍会面临诸多困

难与挑战，这需要我们以巨大的决心和

勇气去面对，时常擦一擦理想明灯、补一

补信念之钙，用理想信念打牢做人做事

的精神根基，怀揣远大抱负，心存家国情

怀，使志向追求与时代同频共振，在为中

国梦强军梦而奋斗的时代潮流中，“竭我

一滴之微力”，汇成强国强军的磅礴力

量。如此，“我们遂从历史进入永恒”。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

坚定为伟大事业奋斗的理想信念
■李慧勇

一个人走向社会，一般都是工作在
一个组织、一个集体之中，是要与他人共
事的。大家在一起共事是一种缘分，应
该珍惜这种缘分。要想干成事，既要有
能干事的素质，又要有善共事的修养。
干事靠本事，共事靠人品。不能干事，就
担不起相应职责；不善共事，就很难在一
个集体中发挥应有作用，甚至会给集体
带来负面效能，往往难以干成事。

所以，在提高干事本领的同时，也要
培养善于与人共事的能力。与人共事，
就要加强人品修养，提高情商。一个思
想素质过硬、具有良好道德品质和高情
商的人，一般来讲都有与人为善、待人诚
恳、全局观念强、自觉维护团结等特点。
这样的人，大家都乐意与他合作共事。
相反，一个不懂协作、我行我素、喜欢搬
弄是非的人，是没有人愿意与其共事的。

与人共事，宽广心胸不可缺。俗话
说：“将军额上能跑马，宰相肚里能撑船。”
心胸有多宽广，舞台就有多宽阔。一个人
的心胸、气量，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
的成就空间，有多大的胸怀，就能干多大
的事业。人在事业中，应该具有海纳百川
的宽广胸怀，既能容人之短又能容人之
长，既能容人之过又能容人之功。如此，
方能凝聚起干事创业的最大合力。

与人共事，还应不争名利肯吃亏。
古人说：“善与而不争，堂中有太平。”善
与，就是在非原则问题上善于作出必要
的牺牲和让步。不争，即不争高低、不争
权力、不争名利、不计个人得失、不意
气用事。如果总对一些事情斤斤计较、
争来争去，不但显示出自身格局不大、胸
襟不宽，还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芥蒂，影
响同事间的信任，合作共事的氛围就会
受到破坏。如此，又怎能把事业干好？

做人坦坦荡荡、诚实守信，言行一
致、表里如一，才有利于合作共事。坦荡
做人，诚信做事，大家与你相处就会感觉
踏实，就会对你产生充分信任，你的人缘
就会越来越好。否则，今天耍个小聪明，
明天弄个小花招，欺上瞒下、左哄右骗，
就不会有人愿意与你共事，就会让自己
在一个集体寸步难行。合作共事，就应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宽容的心、友爱的
心，与战友相互理解尊重、相互信任支
持、相互配合补台。多一些体谅、多一些
理解、多一些关心，允许别人有缺点、有
过失、有不同意见。坚持这样去做，就会
让工作氛围更加融洽，彼此关系更加友
善，同事间相处就能心情舒畅、精神愉
悦，就可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集
中精力做事情，一心一意干事业。

（作者单位：武警商洛支队）

善共事
才好干事

■康泽秦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楚庄王求贤

若渴而楚国大治，刘备隆中问策而天下

三分。历史的演进一次次证明人才是

立业之本、兴业之源、弘业之道。部队

建设虽然内容繁多、包罗万象，但说来

说去，最终都会归结到人才建设上来。

建设一流军队不能没有一流人才，领导

干部努力当好伯乐，为党和军队相准

“千里马”，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具有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意义。

当好伯乐，首在善于辨才。辨才不

易，却有章可循。唐代白居易曾道出辨

才之法，“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

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

期”。诗中以“试玉”为譬晓谕世人，时

间是辨别人才的“试金石”。明朝张居

正初入仕途时，国家流民四散，草泽祸

起。他虽位卑言轻，却苦思救国之道。

数十载宦海沉浮，他愈发沉稳厚重，得

到徐阶的提携，成为使明朝中兴的重

臣。南宋文学家陆游则点出了辨识人

才的另一法：“人才自古要养成，放使干

霄战风雨。”这强调的是要在实践的摔

打磨砺中甄选、辨识人才。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斗争中，我军将士临危受命、

驰援一线、舍生忘死，在直面病魔的较

量中，一批批人才真金不怕火炼，经受

住了斗争考验。

当好伯乐，重在知人善任。生材贵

适用，慎勿多苛求。世上少有全才，绝

大多数人都是既有长处也有短处，正所

谓“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

香”。因此，领导干部应该知人善任，做

到量才器使。唐太宗李世民可谓是用

人高手。他深知“房能谋、杜能断”，即

安排博览经史、长于谋略的房玄龄负责

军谋大事，充分发挥其运筹帷幄的才

能；而对长于洞察事理、决策果断的杜

如晦，则令其担任高参一职。后来这两

位人才成为了李世民的肱股之臣，为稳

固大唐江山立下汗马功劳。可见，用人

若做到智者取其谋、勇者取其威，就能

够让人才各显其能，最大程度发挥特长

和优势，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

效果。

当好伯乐，更应举才荐才。举才荐

才，既是对领导干部能力和经验的检

验，更是对其眼界和胸襟的考量。唐朝

杨敬之十分爱才，当时有个人叫项斯，

德才兼备，但不为人所知。杨敬之发现

后，就作诗力荐，使项斯很快声名大

噪。杨敬之也因此留下举才荐才的千

古美名。清朝名臣曾国藩十分重视推

荐人才，有名叫塔齐布的参将，虽有报

国志向，可备受小人排挤。曾国藩发现

塔齐布的才干后，恳请咸丰皇帝破格擢

升塔齐布，并立下军令状，如塔齐布日

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

罪”。塔齐布果然不负所托，在一次战

役中率部连克六城，立下军功。相反，

若身为领导嫉贤妒能，怕下属超过自

己，搞“武大郎开店”那一套，则会导致

庸才大行其道，“千里马”怀才不遇，不

仅造成个人不幸，也会给集体事业带来

损失。所以，领导干部当以博大胸襟和

宏阔格局，做到求贤若渴，不拘一格举

荐人才，使人才各尽其能，让事业兴旺

发达。

当好伯乐相准马
■殷民立

●合作共事，就应怀着一颗感
恩的心、宽容的心、友爱的心，与战
友相互理解尊重、相互信任支持、相
互配合补台

书边随笔

●有了志向和事业，就在实
现人生理想的征途上迈出了坚
实的一步。只要有本事，在军营
就会有施展本事、演绎精彩的舞
台，创造出类拔萃的业绩，就能
够成为祖国和人民需要的人

“只要有志向就会有事业，只要有

本事就会有舞台。”习主席对广大青年

的谆谆教诲，指出志向与事业、本事与

舞台的逻辑关系，为包括青年官兵在

内的广大青年找准人生定位、实现人

生理想指明了方向与路径。

志向，是一个人决心有所作为的

努力方向，是人生的航标灯和动力源，

是为理想前行的坚定意志和不懈追

求。中国明代思想家王守仁说：“志不

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

终亦何所底乎。”德国作家歌德说：“志

向和热爱是伟大行为的双翼。”人有志

向，则奋斗目标明确，前进动力强劲；人

无志向，只会随波逐流，碌碌无为。作

为新时代革命军人，自从选择了投身

军旅，就立下了爱军习武、保家卫国的

远大志向。有了这一志向，也就有了

练兵备战、践行革命军人崇高理想的

光荣事业。

有了志向和事业，就在实现人生理

想的征途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此

后的路怎样走、走得怎样，关键还在于

有无“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意志毅力。

有的人貌似志向远大，可往往怀着某些

个人目的，一旦现实情况与个人打算相

冲突，不是灰心丧气就是怨天尤人；有

的人虽有“超群之才”，却无“坚韧之志”，

一旦工作中遇到挫折，便情绪低落甚至

自暴自弃起来；有的人凭个人喜好干事

业，缺乏“一块砖”精神，朝秦暮楚，这山

望着那山高。其实，志向既是一种抱

负，更是一种坚守。有了志向而没有持

之以恒、锲而不舍的意志和毅力，有了

事业而没有履行岗位职责、做好本职工

作的执着和坚持，不但于志向和事业无

益，而且于成才和成功有害。列宁青少

年时代爱好甚多，曾是下棋、溜冰的行

家里手，可当他意识到“棋太迷人，妨碍

工作”和“溜冰之后就想睡觉，妨碍学习”

时，便毅然决然地适可而止了。这就是

为志向和事业作出的一种坚定舍弃。

本事，是一个人成事立业的重要条

件，是实现志向、干好事业的必要前提，

是摆脱平庸、追求卓越的关键因素。“谁

只要成了尖子，机会自然会到来，而机会

一来，凭着本领就能一帆风顺”。无数事

实表明，有本事的人多会事业发达，没本

事的人终将一事无成。人民军队是一个

大学校、大熔炉，也是一个大舞台，为指

战员努力学习锻炼、掌握过硬本领提供

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官兵们来自天南地

北、五湖四海，只要肯学习、有本事，人人

都可以成才成功；部队中诸多兵种、行业

和专业，“行行皆可出状元”，在千帆竞

发、百舸争流的奋进时代，有本事者必然

会占据为强军事业贡献才华、也为自己

人生增添光彩的制高点。总之一句话，

谁有本事，谁就有一显身手的机会，谁就

有大展宏图的舞台。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给

军队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

革命军人施展才能提供了更加广阔的

舞台。无论是军事理论、军事谋略、军

事文化的深化与创新，还是机械化、信

息化、智能化的发展与运用，都需要更

多的人贡献智慧和力量。“献身国防科

技事业杰出科学家”林俊德，数十年如

一日孜孜不倦地研究攻关，成为了中国

爆炸力学与核试验工程领域的著名专

家，在军事科技的舞台上绽放出不灭的

光芒；“三栖精兵”何祥美，经过艰苦卓绝

的训练和磨砺，掌握了一身过硬的胜战

本领，在爱军精武的舞台上展现了精彩

的人生。可以说，只要有本事，在军营

就会有施展本事、演绎精彩的舞台，创

造出类拔萃的业绩，就能够成为祖国和

人民需要的人。

“只要有志向就会有事业，只要有

本事就会有舞台”，这不仅是人生的深

刻哲理，更是革命军人奋发有为的必

然逻辑，应当成为激励我们在军旅人

生路上奋斗的信条。

有
志
向
就
有
事
业

有
本
事
就
有
舞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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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努力当好伯
乐，为党和军队相准“千里马”，
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具有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意义

影中哲丝
训练场上，海军陆战队某旅的战

士们正在进行擒拿格斗训练。场上

的对手，也是平时的战友，但他们真

刀真枪，“拳拳到肉”。

虽说对抗性训练司空见惯，但要

真正达到训练目的，战士们必须在训

练中将战友当成“敌人”，不留情面，

全力切磋。

严格训练，才能练就过硬本领。

训练场上的狠劲，是对战场的负责，也

是战友情的真实体现。只有杜绝华而

不实的“花架子”，在训练中相互较劲，

在对抗中倾尽全力，及时总结经验，查

漏补缺，才能把自己练得全面过硬，成

为“能打仗、打胜仗”的精兵。

擒拿格斗——

过硬本领严中来
■刘兴阳/摄影 姜 顺/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