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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廷克说：
“如果你处在第二的位置，你就总想
努力去争做第一。”这句话表达的意
思，被人们称为“廷克定律”，所倡导
的是一种永不言败、追求卓越的拼搏
精神。事实的确如此，一个人欲往高
处走，就必须向高处看，胸怀高远目
标，坚持高标准严要求，遇到强手不
畏惧，敢为人先不怕输，才能以一流
的作风、一流的工作，创造出一流的
业绩。

军队历来倡导“见红旗就扛，见
第一就争”的精神，这与“廷克定
律”蕴含相同道理。古人说：“取乎
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
下。”做事情只有瞄准一流，才能成
就一流。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要
想在未来战争中实现打赢目标，做

到不辱使命，就必须有时刻努力争
第一的劲头。

在军人的字典里，“只有冠军，没
有亚军”；在军事斗争领域，只能全力
争取压倒对手而不被对手所压倒。
所以，军人必须时刻保持旺盛斗志，
培养过硬作风，凡事坚持高标准，处
处对自己严要求，对上级赋予的任务
和自己所负责的工作认真对待、精益
求精，不符合要求决不放手，不达到
目标决不罢休。尤其是在军事斗争
准备上，更要重视到位、工作到位、效
果到位，坚持从严训练、从严要求，树
立敢打必胜信念，坚定有我无敌决
心，立足现有装备，着眼最困难、最复
杂的战场环境，瞄准强敌苦练打赢本
领。如此，才能在未来战场上做到克
敌制胜。

瞄准一流做工作
■32670部队 湛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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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简意赅

影中哲丝

山高谷深，云海涌动。在海拔5000

余米的雪域高原边防执勤点上，鲜艳的

五星红旗在蔚蓝的天空下迎风飘扬。两

名边防军人登上执勤点后，整理军容，

面向国旗庄严敬礼，用无声坚守在雪域

之巅铸就忠诚之魂。

坚守从来不是容易的事，需要克服

“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寂寞，铆定日拱

一卒的执着，还会面临艰难困苦的挑

战。但“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

笃行，才弥足珍贵”，坚守的品质令人

肃然起敬，因为它折射信念的光芒，体

现情怀的力量。军人把自身与祖国紧密

联系在一起，在本职岗位默默坚守、甘

于奉献，因而成就崇高，于平凡中书写

不平凡的人生。

雪域之巅——

无声坚守显品质
■王述东/摄影 伍海峰/撰文

知行论坛

善于统筹是一种务实高效的科
学工作方法。实践表明，统筹得当，
善于“十个手指弹钢琴”，干工作就能
事半功倍；不善统筹，总是“眉毛胡子
一把抓”，工作中就会顾此失彼、事倍
功半。

然而实际工作中，有的人情况
不明决心大、思路不清主张多，干工
作率性而为、盲目而动；有的人一叶
障目不见森林、只看局部不看整体，
不善于从全局上统筹安排工作；有
的人不论主次、不分先后，资源和力
量分配不均，导致工作忙乱无序，乃
至劳而无功。有人形容不善统筹的
结果是，“领导忙得团团转，官兵累
得像陀螺”“简单工作重复做，每天
如同转圈圈”。

世上任何事物都不会孤立存

在，彼此间总存在千丝万缕的联
系。尤其是部队工作，更加强调全
局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因此，谋
划和推动各项工作，要形成整体合
力、取得最大效能，确保能打胜仗，
就应把统筹兼顾作为科学工作方
法着力培养、挺在前面。要在抓工
作中弄清主攻点、分清助攻点，少
些本位主义、多些全局思维，因时
因事因人统筹分配各种力量和资
源，善于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主
次分明又衔接有序，各司其职又密
切协作，从而形成忙而有序、忙而
有力、忙而有效的生动局面。如
此，平时各项工作就能开展得井井
有条、全面开花；关键时刻则能应
对有方、措置裕如，做到能打仗、打
胜仗。

统筹得当打胜仗
■66194部队 徐 疾

●始终保持一份朴实纯粹，
做到不忘初心、无私忘我，不牵挂
一己得失，常忧事业之兴衰；保持
高尚的灵魂和博大的胸怀，做到
不为杂念所扰，不为虚名所累，不
为贪欲所惑，不为狭隘所困

冰心说过：“如果你简单，那么这

个世界也就简单。”这里的“简单”，不

是思想空洞、浅薄无知，不是敷衍应

付、不求甚解，而是心无旁骛、不为物

役。简单，不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

一种精神境界，可以让人心境宁静，轻

装上阵，行稳致远。

很多人都读过《瓦尔登湖》这本

书，美国学者梭罗只带了一把斧头，到

瓦尔登湖边建了一间小木屋，独居了

两年多，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一个

人，只要满足了基本生活所需，不再戚

戚于声名，不再汲汲于富贵，便可以更

从容、更充实地享受人生。”《庄子》中

讲：“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意思是

说，如果一个人的欲望过多，就会缺少

智慧与灵性。这些都告诉我们，谁能

保持简单的态度，谁就能拥有清醒缜

密的思考；谁能实践简单的生活，谁就

能以简驭繁，从容淡定，体悟人生。

简单，本质在于摆脱外物纷扰、避

免枝蔓纠缠，是追求“用心一也”的过

程。孔子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

陋巷”，依然“不改其乐”；爱因斯坦坚

信，“简单的生活，无论对身体还是精

神，都大有裨益”。只有做到简单处世，

做人才能够更加纯粹，干事才能够真正

沉下去，才可能成就不简单的人生。

简单的反面是复杂。当前，个别

党员干部受社会上功利主义、实用主

义的影响，总习惯于把简单事物复杂

化。比如，有的把人际关系搞得很复

杂，热衷于拉关系、走门路；有的把名

利看得很重，欲望太多、“想法”太多，

为一时之快、一己之私而费尽心思、绞

尽脑汁。殊不知情绪烦扰、负担累赘

会从这里衍生，违法乱纪、腐化堕落会

由此而起。

简单做人，才能用心做事。当下，

一些党员干部谈工作感受时，往往会

说到两个字：苦累。其实，苦与累是党

员干部担当尽责的“代名词”，怕苦怕

累莫当官。但从另一个方面看，产生

苦累的心理包袱，主要还在于“想得太

多，做得太少”。作为党员干部，为人

处世，要常留一份简单给自己；为官从

政，须存一点淡泊在心田。只有对虚

名浮利看得轻一些，追求得少一些，才

能收获精神的丰盈和充实。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

习近平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

我也希望我一辈子能够坚持下去，做

成我既定的人生的事情。而这个事情

我觉得不多，最多就是这么一件事，我

想就是为老百姓多做一些事情。人生

在世，会当有业。一辈子只为坚持“为

老百姓多做一些事情”，这样的人生追

求看似简单，实则是共产党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深刻体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党员

干部追求的简单，就是要走天下大道，

行君子之道，始终保持一份朴实纯粹，

做到不忘初心、无私忘我，不牵挂一己

得失，常忧事业之兴衰；保持高尚的灵

魂和博大的胸怀，做到不为杂念所扰，

不为虚名所累，不为贪欲所惑，不为狭

隘所困。只有简简单单做人，才能不

论身处什么位置、担任什么角色，都心

静如水，淡泊自律，仰无愧于天，俯无

怍于地，拥有酣畅淋漓的快意人生。

（作者单位：31401部队）

﹃
简
单
﹄
二
字
不
简
单

■
蒋
铭
鑫

心灵和谐

谈 心 录

●“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
虑而后能得。”心有静气方能安定
自如，最后有所收获

心有静气，是一种修养境界。开
国大将粟裕戎马半生，面对战场上数
倍于己的敌人仍保持静气在胸。黄桥
战役是我军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决
战前夕，粟裕居住于溧阳水西村，处理
完公务后仍荷锄下田，与当地村民闲
话桑麻，浑然不似大战将至。这份胸
有成竹、从容不迫的气度令人钦佩。

当今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随着各
种竞争的日趋激烈，人们承受着来自方
方面面的压力，心浮气躁、急功近利者
有之，意气用事、患得患失者有之，不切
实际、好高骛远者亦有之……一些人耽
于形、逐于力、恃于技，难以保持内心的
平衡与淡定，缺乏一种从容与静气。干

事创业要行稳致远，尤其应当长留静气
于心底。

长留静气需要意志坚定。唯有意
志坚定，才能把持住自己，耐得住寂寞、
挡得住诱惑、守得住底线，才可以保持
积极平和心态，做到宠辱不惊，专心走
稳脚下的路。

长留静气需要务实肯干。英国哲
学家维特根斯坦有一句名言：“我贴在
地面步行，不在云端跳舞。”长留静气就
需要拒绝“云端跳舞”式的浮躁，特别是
广大青年干部，正处于人生中爬坡过坎
的关键阶段，更需要摒弃浮躁心态，培
养务实作风，沉下心来学、静下心来思、
稳下心来干，在基层、在一线砥砺品质、

增长才干。
长留静气需要克制情绪。“怒不过

夺，喜不过予”。懂得克制情绪，使理智
战胜情感，方能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的境界，做事便不会冲动、焦躁，格
局自然会大，视野自然会宽，就能稳心
定神，在抽丝剥茧中探寻事物本质，问
题便会迎刃而解。
《礼记·大学》有云：“静而后能

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告
诉我们，心有静气方能安定自如，最
后有所收获。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既
要激情满怀，也要保持静气在胸，不
骄不躁，脚踏实地，从容不迫，扎实前
行，久久为功。

长留静气于心底
■潘广平

●古人云：“畏则不敢肆而德以
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心
存敬畏方能行有所止，行稳致远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君

子之心常存敬畏。”敬畏，在《现代汉语

词典》里的意思是又敬重又畏惧。敬

畏是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它包含了

“敬”与“畏”的双重情感。在中华传统

文化中，有很多关于“敬畏”的论述。

儒家有“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之说；道家强调，人与自然要和谐相

处、对自然规律应怀有强烈的敬畏

感。这些理念对当时人和后来者都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每个人都应常怀一

颗敬畏之心，有了敬畏，就会感觉有一

双眼睛在时刻盯着自己，对待事物才

会有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三思而后

行；倘若没有敬畏，就容易做事不考虑

后果，甚至突破底线、触碰红线，于己

于人、于家于国都将带来沉痛的后果。

此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让很多人的生活一度被迫按下了“暂

停键”，每个人都是这场抗疫斗争的参

与者和见证者。经历抗疫，我们一方

面为千千万万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而感

动，另一方面，也对那些滥食野生动物

者、漠视他人生命者、不遵守疫情防控

期间管理规章制度者的行为嗤之以

鼻、视如敝屣。古人云：“畏则不敢肆

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

祸。”经历抗疫，让我们更知敬畏。心

存敬畏方能行有所止，行稳致远。

经历抗疫，更知敬畏自然。人与自

然是一种共生关系，自然界中的动物不仅

是人类的伙伴，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

上必不可少的维持生态平衡的一部分。

达尔文认为，关心动物是一个人真正有教

养的标志；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其

道德关怀的范围就越宽广。然而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人不知敬畏自然，为

所欲为，滥食野生动物。殊不知，野生动

物身上往往携带有不为人知的病毒。研

究表明，人类新发的传染病有78%与野生

动物有关。如SARS病毒、马尔堡病毒、

埃博拉病毒等，均源于野生动物。正是因

为一些人涸泽而渔般一味向大自然索取，

不懂得敬畏自然，才会受到大自然的惩

罚。只有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坚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悲剧才不会

重演。因此，对自然要常怀敬畏之心，爱

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共同保护我

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经历抗疫，更知敬畏生命。此次

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意识到在疾病

面前生命是多么脆弱。人的生命只有

一次，生命是宝贵的，所以才有了疫情

肆虐之时那些为生命出征、用生命守

护生命的“逆行者”。耄耋之年的钟南

山院士，义无反顾奔赴疫区，只因他坚

信“健康和生命是第一位”；陈薇院士

夜以继日、争分夺秒带领团队开展科

研攻关，研制疫苗，为我们带来了希

望；时任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的张定

宇，自己身患绝症、妻子也不幸感染新

冠肺炎，他却依然坚守在病房，为了挽

救更多人的生命而奔忙……为表达全

国各族人民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

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的深切哀悼，在

2020年 4月 4日举行了全国性哀悼活

动。微博、微信朋友圈中，广大网友纷

纷自发参与哀悼活动，表达追思之

情。举国哀悼，是对逝者的尊重与缅

怀，更是对生命的敬畏与珍视。敬畏

生命就是要珍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同时也应意识到，我们虽然无法拓展

生命的长度，却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拓

展生命的厚度，让有限的生命更加精

彩，这也是敬畏生命题中应有之义。

经历抗疫，更知敬畏规则。孟子

云：“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人是社

会的产物，天生就处在各种社会秩序

形成的社会规则之中。规则是约束人

们行为的准绳，也是社会实践的结果，

它能让我们的工作生活保持有序。对

规则心存敬畏，才能更好地融入与服

务社会。当下，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

重大战略成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一

定程度上说，这是大家共同努力恪守

规则的结果。然而，也有一些人在疫

情防控期间不敬畏规则、遵守规则，有

的刻意隐瞒自己出入境情况、不按规

定进行隔离；有的不遵守疫情防控期

间管理规章制度，外出不佩戴口罩、不

服从防疫人员管理；还有的认为疫情

防控跟自己没有关系，我行我素，罔顾

自己与他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如此种种行为，必将受到法规的惩

罚。只有发自内心地去敬畏规则，才

能形成长期有效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监

督，让自己的行为始终置于规则的约

束之下，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风气不

断向善向好。

明代方孝孺说：“凡善怕者，必身有

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

不出大格。”经历这场抗疫斗争，我们更

应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多一些

自律，少一些放逸，多一些自省，少一些

自大。常怀敬畏之心、常握戒尺在手，始

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加强自我约束与自

我修养，涵养浩然正气，锤炼高尚品格，

就一定能够成就更加强大的自己。

经历抗疫，更知敬畏
■张 萱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我们看到党和国家坚持把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看到社会各界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看到
一批又一批“不计酬劳、无论生死”的“逆行者”冲锋在抗疫第一线……疫情
之下的所见所闻促使我们思考，让我们更加懂得敬畏自然、珍惜生活、心怀
感恩。疫情终将过去，我们每个人都应从这场抗疫斗争中汲取力量，提升修
养，完善自我，从而更好地走向未来。从今日起，“军人修养”版以“透过抗疫
话修养”为主题推出一组文章，敬请关注。

编者按

●通过读书学习，让我们更加
坚定自己的初心，厚实自己的底蕴，
读而有得，学以致用

春风和煦，莺鸣翠柳，人间最美四月
天。古人云，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
一寸金。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周末
假日，我们有了更多时间可以用于阅
读。触摸绵软的纸张，淡雅的墨香，沁人
心脾的文字，给这个疫情下的春天增添
了别样的韵致风采。

人类历史长河，总在书籍的河床上
流淌，通过“文以载道”而融入生命，让
生命至纯至真，催动梦想的漩涡，激起
思想的浪花。“希望散居在全球各地的
人们，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你
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你是患病还是健
康，都能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这是世
界读书日主旨宣言，也是阅读最本真的
状态。读书，需要与生活相伴，如影随
形，终生为之。

从“诗书继世”到“敬惜字纸”，从“书
中自有黄金屋”到“腹有诗书气自华”，中
国人对读书的热情和推崇源远流长。读
书的乐趣，也许就洒落在满天的星光里，
凝聚在充满艰辛的探索道路上。读书能
更新思维、拓宽眼界、修身养性，还能增
强素质本领。在武汉方舱医院中，人们
看到了躺在病床上静心读书的青年，看
到了即将出院的患者在方舱医院的最后
一夜安静地读书……即使身处逆境，他
们仍以平和的心态读书，为心灵寻得一
方宁静天地。
“春催万物皆书卷，绿染千山尽燕

歌”。有的人或许会把书香解读成油墨
香，认为在电子阅读、手机阅读成为普遍
现象的当下，阅读的仪式感没有了，书的
味道变了。可实际上，书香是由世间百
味构成，与书的介质没有太大关系。全
民阅读时代，不论是数字阅读的方便快
捷，还是捧起书本沉醉于书香，只要静下
心来投入进去，多开有益之卷，便能做到
开卷有益。
“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

好”。军人执干戈以卫社稷，在军事科技
迅猛发展的今天，更加需要知识的武
装。因此，军人应把读书当成一种使命
责任，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让学习成为一
种发自内心的需求。通过读书学习，让
我们更加坚定自己的初心，厚实自己的
底蕴，读而有得，学以致用。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国防工程研

究院）

让书香充盈人生
■赵 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