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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点一滴做起，把小事当
大事干，是一种追求、一种责任、一
种精神

习主席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中指出，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把

小事当大事干，踏踏实实把正在做的事

情做好”，深刻阐明了“大”与“小”的辩

证关系，以及正确处理好两者关系对于

干事创业的重要意义。事业的大厦是

由一砖一瓦垒成的，我们要想干事、能

干事、干成事，就必须重视从一件件小

事做起，把小事做好、做精。小事不做

精，则大事难干成。

在怎样看待“小”与“大”的问题

上，古人见解颇多，如“合抱之木，生于

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不积跬

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

海”“积薄而为厚，聚少而为多”，均贯

穿一条从小做起、积小为大的自强不

息精神。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大事

里面往往包含着许多小事，许多小事

集聚起来也就成了大事。“每个人做成

一件事，干好一件工作，党和国家的事

业就能向前推进一步。”因此，我们都

应该立足本职、着眼当下，从一点一滴

的小事做起，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这座大厦添砖加瓦。

把小事做精，源于志存高远。南宋

诗人戴复古《和高常簿暮春》诗中讲：

“人生一世间，所忌立志卑。”意即在人

的一生中，最忌讳的是没有高远的志

向。树立远大的志向，能给人指引明确

的奋斗目标，赋予人生不竭的奋斗动

力。“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

定宇，在华中科技大学给校友们讲“开

学第一课”时坦露心迹：自打选择从医

后，自己就抱定“燃烧微弱之光，疗愈世

间伤痛”的人生信念。正是这一信念，

支撑他待病人如亲人，精心医治每一个

患者，抱病忘我奋战在抗疫一线。他寄

语青年校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事业中，你我可能就是平凡的砖

头。不管将来你置身于共和国大厦的

哪一块，你都要做坚如磐石的那一块。”

人生有信念，奋斗有力量。只要我们胸

怀理想、坚定信念，把个人的追求融入

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不遗余力地为此

而奋斗，就能行稳致远，抵达成功的彼

岸。

把小事做精，就要苦干实干。大凡

能干出一番事业的人，都是“行动派”

“实干家”。海南鹦哥岭自然保护区管

理站，一群年轻人甘居深山，与野生动

物为伴，无怨无悔投身生态环境保护和

科研工作，为国家环保事业作出突出贡

献。杭州快递小哥李庆恒把快递职业

当事业干，凭着踏实肯干的劲头，练就

了娴熟的业务技能，被评为“浙江省技

术能手”，进入杭州市D类高层次人才

行列。他们的实践证明，世上没有随随

便便的成功，没有轻轻松松的捷径。只

有以苦干为梯，才能采撷到成功的果

实；以实干为桥，才能通向成功的彼

岸。有什么样的奋斗，才有什么样的人

生；离开了奋斗，寸步难行，一事无成。

把小事做精，需要专心致志。手工

制作的章丘铁锅经媒体报道后，一时间

订单如雪片般飞来。是什么成就了章

丘铁锅的品质？是专心致志的工匠精

神。据介绍，一口章丘铁锅，要经过“十

二道工序、十八遍火候，大大小小十几

种铁锤工具，上千度高温冶炼，三万六

千次锻打”，才最终制作完成。一口铁

锅，成就一个产业；一门打铁锅的技艺，

成就一种精神，这就是专心致志、精益

求精。“心不专一，不能专诚”，不管哪种

职业、不分行业和领域，在真诚热爱的

基础上精益求精，拥有诚心、耐心与专

心，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就能创造出令

人敬佩的成就。在现实生活中，做一件

小事不难，难的是持之以恒，不懈坚

持。以毅力和耐心去经受各种磨练，以

钻研精神力求精进，就能“让一切劳动

都爆出火花，让一切行动都发出光彩”。

从一点一滴做起，把小事当大事

干，是一种追求、一种责任、一种精神。

它要求我们用好点滴之功，干好每一

天，做成每件事，不因事小而不为，不因

事难而惧为，不因事杂而错为，更不必

抱怨没有脱颖之机、用武之地。做最好

的自己，以奋斗成就使命，倾注热情和

智慧，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把每一项工

作做精，就能让人生在投身强国强军伟

大事业中出彩，把目标变成现实。

小事不做精 大事难干成
■何东平

言简意赅

现实中，一些人习惯于做具体的
事务性工作，却不愿沉下心坐下来读
书学习。殊不知，一名合格的党员干
部，不仅工作要干实，“坐功”也不能
虚，要能够沉下心坐得住抓学习。

出现对学习心浮气躁、坐不住的
现象，有的是因为思想懒惰，满足于
任务完成了，在忙忙碌碌中形成了惯
性，即使有时间也不愿沉下心坐下来
抓学习，觉得学习是一件苦差事。有
的是功利思想作祟，觉得干好事务性
工作，领导和同事看得见，容易出成
绩，而对于读书学习这样需要通过沉
下心坐下来做的事情，觉得劳心费神
见效慢，上级也不一定看得见。因
此，他们常常在事务性工作中忙忙碌

碌，找种种理由推脱躲避学习，屁股
坐不住，心思稳不住。

许多事实证明，党员干部爱不
爱学习，善不善于思考总结，直接关
系到具体工作落实的质量和效率。
学习不仅是立身之基，也是提高能
力素质、挑起事业重担的迫切需要，
对党员干部来说，更是重要的政治
责任。只有不把学习当装潢门面、
不对学习应付差事，真正沉下心、坐
得住、钻进去，才能不断夯实理论根
基，提高思维水平，拓宽知识视野，
优化能力结构，增强解决问题、干好
工作的本领，更好地完成上级交给
的各项任务，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用
以促学、学用相长。

学习从沉下心坐得住做起
■河南省军区 李 青

上进的人都渴望成功，不想失
败，然而现实往往不会总是一帆风
顺。其实，失败并不可怕，关键是对
待失败的态度是否正确。

面对失败，当有坦然接受的勇
气。换个角度想一下，失败对每个人
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历练、一笔宝贵的
人生财富。失败能让人警醒，懂得居
安思危，明白什么东西值得珍惜，知道
成功来之不易。

现实中，我们会遇到因考核不达
标不能调职晋级、受各种因素影响成
长进步遇挫、入党考学愿望落空等种
种不如意事，有些官兵因此产生沉重
的失败感，更有甚者精神萎靡、失去
斗志。抱有这种心态，首先在精神上

就被自己打败了。
“胜败乃兵家常事。”军人当有永

不服输的意志品质和迎难而上的战斗
精神，敢于正视失败，勇于接受挑战，
把失败当成战胜敌人、战胜挫折的一
道道关口，毫不退缩、毫无畏惧。同时
也要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把失败
当成新的人生起点，重振精神、重拾信
心，向着既定目标再出发。

人生因为有失败、有成功才显得
更加精彩，更富有挑战性。一个人偶
尔的失败，并不代表真的失败了，只有
当你不能正确面对失败、自我放弃时，
才是真正的失败。积极进取的人生不
是永不失败，而是在失败后要能够正
视失败、战胜失败，最终走向成功。

成功从正确认识失败开始
■武警商洛支队 康泽秦

寒风凛冽，雪花漫舞。在刺杀训练

中，一名战士在班长的协助下，通过克服

弹力绳的阻力来增强突刺的力度。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要想有所成就，就应学会“难为”自

己，不断挑战极限，挖掘自身最大潜力。

舒适的环境容易使人安于现状，不思进

取，一旦考验来临，便难以应对。唯有不

断挑战极限、突破自我、实现超越，不断

精益求精、追求卓越、争创一流，才能迅

速蜕变与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雪中训练—

学会“难为”自己
■王 寅/摄影 姬鹏飞/撰文

影中哲丝

●抓落实的过程，是不断强基
固本、开拓进取的过程，也是思想境
界、能力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抓落实，是做

好一切工作的前提。一项工作，只有坚定

不移、一以贯之、一抓到底，才能真正抓好

落实。抓落实最忌拈轻怕重、光说不练、

半途而废。比如，有的选择避难就易，不

愿啃“硬骨头”，工作停滞不前；有的热衷

“造势”，雷声大雨点小，口惠而实不至；有

的则喜欢搞“短期行为”，处理问题“三天

打鱼，两天晒网”……诸如此类，是个别干

部懒作为、不作为的表现，直接导致工作

在末端落实不力，抓基层“抓不实”，打基

础“打不牢”。如此“落”而不实的工作状

态是要不得的，应坚决予以纠正。

“落”而不实，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待

工作的态度出了问题。当事业心责任感

缺位，干工作挑肥拣瘦、拈轻怕重、虎头

蛇尾等“虚火”就会上升。只有端正工作

态度，多一些攻坚克难、少一些畏首畏

尾，多一些脚踏实地、少一些好高骛远，

多一些埋头苦干、少一些投机取巧，才能

真正把工作抓到实处、落到实地。

抓落实的过程，是不断强基固本、开

拓进取的过程，也是思想境界、能力水平不

断提高的过程。面对工作，单凭老经验不

行，必须掌握新情况、理出新思路、想出新

办法、开创新局面。倘若只想当“太平官”，

不想挑重担，墨守成规、安于现状，懒散拖

沓、左右观望，不肯在抓落实上下真功夫、

细功夫、苦功夫、长功夫，又何谈抢抓机遇、

抢占先机，又怎能抢出战斗力？只有锐意

进取，因地制宜，因势利导，落实才能抓到

点子上，各项工作才会抓得更有实效。

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才能梦

想成真。强军征程上还会遇到许多艰难

险阻，我们决不能在落实上搞所谓替换

性执行、选择性执行、象征性执行，让落

实“落”而不实。必须不打折扣地履职尽

责，把工作落实的标准定到最高、精神状

态调到最佳、自我要求放到最严，克服畏

难情绪，摒弃不思进取心态，杜绝“看一

看，拖一拖，等一等”的不良作风，埋头苦

干、雷厉风行，把各项工作和举措落到实

处，夯实末端落实的根基。

（作者单位：河北省沙河市人民武装部）

“落”而不实的工作状态要不得
■张汉铎

谈 心 录

做一件事情，心境很重要。心境踏
实，自能从容镇定，有条不紊；心境浮躁，
则会心不在焉，浮皮潦草，很难把事情做
好。干好工作亦是如此，既需要敢闯敢
干的劲头，更需要踏实的心境。

心境踏实，通常表现为做事实事求
是、切合实际，不浮躁、不焦躁，不急功近
利，心态安稳沉着；表现为脚踏实地、埋
头苦干、抓铁有痕的工作作风和从容不
迫的精神气质。

实事求是、脚踏实地是我们党的优
良传统和作风，也是党员干部应具备的
基本素质。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有一些
同志却做不到这一点。有的心浮气躁，
干工作存有临时观念，搞“短期行为”，
工作避重就轻，挑肥拣瘦，患得患失，出
了问题则怨天尤人；有的喜欢做表面文
章，搞形式主义那一套，下基层调研蜻
蜓点水，干工作图形式、走过场；还有的

急功近利，只愿做立竿见影的事情，不
愿干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这些人还常常不能正确认
识自身问题，自命不凡，自以为是，存在
着敷衍塞责、应付差事的惰性思维和懒
散疲沓的作风。这些现象和问题，与我
们一贯提倡的脚踏实地工作作风背道
而驰，如果不高度警惕和大力纠治，将
贻害无穷。

万丈高楼平地起。年轻干部多身处
基层岗位，更应培养踏实的心境。基层是
部队建设的基础，是各项工作部署落实的
终端。基层工作有其特殊规律，工作千头
万绪，经常会遇到一些复杂棘手的矛盾问
题，要求年轻干部做好付出长期艰苦努力
的思想准备。基层工作虽然会直面一些
具体问题和困难矛盾，却是年轻干部提高
自身能力素质、锤炼实际工作本领的好平
台；基层工作虽然艰苦劳累，却是考验人、

历练人的好课堂。在基层工作，和战士们
一起摸爬滚打，可以体验部队生活的本
真，在一线岗位工作的酸甜苦辣中，可以
品味到军旅生活的真谛。

具备踏实的心境，需要给自己的军
旅人生坐标以准确定位。古人云：“知
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
益明。”人贵有自知之明。心里要明白
自己的实力，认清自身的优长与短处，
做到“吾日三省吾身”，固强补弱，扬长
避短。要时常自勉自励，做到谦虚谨
慎、不骄不躁，以如履薄冰的心态，三思
而后行。要善于学习，多向实践学习，
向先进典型学习，向周围的同志们学
习，熟练掌握业务知识，努力成为本职
工作的行家里手。

具备踏实的心境，需要荣辱不惊
的平和心态。放平心态，有利于静心
凝神做事。把心思和精力用在踏实干

好工作上，不为外物所扰，不为诱惑所
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即使遭遇挫
折，也能调整心态，静心思考，研究改
进方法，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
“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劲、“十年磨一
剑”的恒劲做好各项工作。

具备踏实的心境，需要精耕细作，潜
心钻研。荀子说过，“不积跬步，无以至
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既然到
了基层，就要真正沉下心来，怀着强烈的
事业心和责任感对待工作，始终高标准、
严要求，兢兢业业，爱岗如家。要有把各
项工作做实、做深、做细的心气和追求，
真正做到身入、心入、情入，融入到基层
官兵日常的工作、训练与生活中去。“蹲
下去才能看清蚂蚁”，直面基层的矛盾问
题，耐心倾听基层官兵心里话，才能把准
基层官兵的思想脉搏，在脚踏实地中不
断积累工作经验，增强工作本领。

干好工作需要踏实心境
■罗 飞

●心境踏实，自能从容镇定，有
条不紊；心境浮躁，则会心不在焉，
浮皮潦草，很难把事情做好

心灵和谐

方 法 谈

●从点燃工作兴趣做起，努力
将这种兴趣转变为志趣、能力和责
任，是通向成功的必由之路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副所长徐星，是我国古生物研究

领域的著名科学家。他在一档电视节

目中说，自己考大学前不知道古生物系

是什么专业，进了大学也没有对这个专

业产生兴趣。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科

学院读古生物学研究生，对此专业还是

没有什么兴趣。但他一直坚持学习研

究，直到研究生毕业前写论文，需要接

触一些古生物实物，这时开始去触摸那

些恐龙化石。似乎就在那一刻，兴趣之

焰突然被点燃了，他觉得原来这就是自

己的兴趣所在！

现实中，一些年轻人常对自己的

工作或专业不感兴趣，总想着跳槽和

改行。然而徐星的事例告诉我们，兴

趣之焰是能够被点燃并发光发热的。

何以点燃兴趣之焰？关键在于坚

守。只要事业需要、组织决定，无论开

始对工作怎样缺乏兴趣，都应以最饱

满的热情、最坚强的毅力坚守岗位。

首先，在坚守中提高对工作的注意力，

使自己在本职岗位上慢慢磨合、渐渐

适应；一旦适应，兴趣就会产生。其

次，在坚守中学好学精专业知识技

能。学习专业知识技能的过程，就是

让自己的兴趣转移到工作岗位的过

程，这个过程完成得越快越好，兴趣的

形成也就越顺畅。再次，努力拓展兴

趣视野，注意寻找和发现更多与工作

相关的既有意思又有意义的事情，使

自己更加喜爱本职工作。

当然，有了工作兴趣，并不等于就

走上了成功之道。让兴趣之焰恒久地

发光发热，从而取得事业上的成功，还

必须提升兴趣的浓度和思想的高度，使

兴趣转变为志趣、能力和责任。

让兴趣成为志趣，这是兴趣培养的

最大成功。志趣是建立在兴趣基础之

上的一种志向，而志向是取得事业成功

必不可少的情感趋向。当一个人专心

致志地从事某项工作而达到忘我状态

的时候，往往感到最为愉快和满足。这

是从兴趣到志趣的重要转折点。

让兴趣成为能力，这是兴趣培养的

最佳效果。喜欢做某件事情由自发的

情感使然，擅长做某种事情则是由能力

特长决定的，需要经过长期学习、训练

和磨砺才能达到擅长的水平。从兴趣

到能力不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自然过程，

而是一个具有逻辑节点的渐进过程。

有兴趣未必就有能力，但能力往往需要

兴趣作支撑和催化。许多事业成功的

人都是在长期的职业兴趣驱使下，孜孜

不倦地从事某种研究和探索，有的甚至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从而使自己的专

业水平和职业能力不断有长进。

让兴趣成为责任，这是兴趣培养的

最高境界。责任可能源于兴趣，但并不

等于兴趣；兴趣一旦成为责任，将不受

兴趣影响而对所做之事矢志不渝。郎

平小时候喜欢画画，想成为一名画家。

14岁那年，她看了一场排球比赛，日本

队以3∶0战胜北京队。当日本姑娘欢

呼雀跃、北京姑娘含泪退场时，她心里

萌生了一个愿望：将来参加国家女子排

球队，为祖国尽责争光。后来，她在钟

爱一生、尽其全责的排球事业中屡创辉

煌，成为铸就“女排精神”的重要人物。

点燃兴趣之焰，就是点燃生命之

火，照亮成功之路。从点燃工作兴趣做

起，努力将这种兴趣转变为志趣、能力

和责任，是通向成功的必由之路。而在

这个过程中，必须始终坚守对事业的热

爱、对岗位的忠诚，信守对使命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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