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张海军

党的十九大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
为中国共产党的时代主题。共产党人的初心和
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从党中央到基层党支部，近年来一直在
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通过《初心》
的深入学习，使我自己对个人、组织的初心又
有了新的认识，对于党持续深入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的意义也有了新
的体会。

  《初心》以个人视角和体验，感受个人、
社会和政党的初心建立、成长、成熟。
这是一部大散文，也可以说是哲思
大随笔。

什么是初心

按照书中的描述，初心即自然、
自俭、自致、自由、自重、自强，自厉。

初心即自然，让我们寄情山水 ；
初心即自俭，让我们返璞归真 ；初
心即自致，让我们竭尽全力 ；初心
即自由，让我们自觉自悟 ；初心即
自重，让我们天下为公；初心即自强，
让我们克服懦弱 ；初心即自厉，让我们常戒常
勉。

简而言之，初心是一切美好的本愿。守得
本愿，方得美好。追问初心，还是初心。初心，
这是当今社会的大主题，对于个人，同时也是
人生的大文章。

为什么要不忘初心

人之初，性本善。一个人，一个政党，一
个政府，开始起步时候都有美好的初心，然而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初心易得，始终难行。
走着走着，把初心淡忘了，走丢了，结果，往
往是善始而不得善终。

走得太快，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
么出发，忘记了自己走过的路。面对各种挑战、
各种机会、各种选择、各种诱惑，逐渐迷失了
方向，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

所谓不忘初心，就是不要忘记人生的希冀
和梦想，不要忘记事业起步时的承诺和誓言。
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以达到至善的最高境界。

如何不忘初心

具体到每个人，我认为应该要做到三点 ：

爱世界、有思考、有价值。
要爱这个世界。一个人只爱自己，一颗心

只有拳头那么大，几百克那么轻 ；一个人只爱
自己的小家，一颗心最多有几百平方米那么大，
几许柴米油盐那么重 ；一颗爱人民、爱国家、
爱世界的心比 960 万平方公里还要广阔，与世
界一样博大，如山高水长，如雷霆万钧。所以，
人要活得有意义，要深深的爱这个国家，爱这
个世界。

 要有思考的心。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
从其小体为小人。意思是注重身体重要部分的
人成为君子，注重身体次要部分的人成为小人。

哪些是身体的重要部分？哪些
是身体的次要部分？孟子说 ：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
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
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
也”他的意思是说，耳朵眼睛
这类器官不会思考，所以被外
物所蒙蔽，一与外物接触，便
容易被引入迷途。心这个器官
则是有思考的能力，一思考就
会有所得，不思考就得不到。
这是上天赋予我们人类的，所

以，首先要把心这个身体的重要部分树立起来，
其他次要部分就不会被引入迷途。这样便可以
成为君子了。决定成为小人还是君子的、是会
思考的人心，人心才是人生的决定者。所以，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颗思考的心。

要有一个有价值的内心。人活着要遵从自
己的内心，必须要建立一个有价值的内心，遵
从内心才有价值。建立有价值内心，则做人一
定要有理论修养，要有心胸。有理论修养，不
光是用这些教化别人，更重要的是要教化自己，
特别需要解决自己人生中会滋生的许多困惑，
因而不要丢掉热爱读书的好习惯，始终保持终
身学习的心态。

要有心胸。心是为民而生的诚心、真心、
爱心，为事业而生的决心 ；胸是胸怀，是气量，
要装得下大格局，忍得了大委屈。

作为一名航空人，应该认真思考，任何时
候都要坚守初心，不辱使命 ；任何情况下都要
坚守防线，不要跨越法律、纪律、政策、道德
这四条边防线 ；任何情况下都要把住私心、贪
心、野心这三条底线。自己把人做好，把事情
做好，始终走在中国梦强国梦的光明正道，为
国家、为航空工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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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子都是天使
——读《正面管教》有感

|| 蒋欣

刚怀孕时，我和爱人积极地为我们
的孩子做着物质和心理的准备。对于养
育孩子，我们既兴奋又担忧。兴奋的是
我们都喜欢这个小小的生命，担忧则是，
一个孩子的教育，是我们生命不可承受
之重。想比于怎么健健康康把他喂养大，
我更担心能不能教育好他，告诉他正确
的三观，告诉他人生该有的理想，引导
他实现人生的价值。虽然对小孩很有好
感，但生活中见过太多的“熊孩子”了，
还有被“熊孩子”支配的家长，他们捂
着脑门或摊着手表示无能为力。偶然间
看到“樊登读书”推荐了这本《正面管教》，
并且褒奖这本书是“将家庭教育概念带
入了中国家庭”，我毫不犹豫就买下这本
书，细细研读。

虽然这是一本工具类书籍，没有更
深的文化内涵，但是读完这本书后，我
受到了心灵的震撼。看这本书的本心是
想要在教育我的孩子上获得指导，但目
前我发现最大的收获在对自我的认知。
结合我自己的成长背景，在这本书的指
导下我似乎发现了自己很多性格形成的
原因，同时让我明白儿童时期的心理终
将影响整个人生的性格。中国有句话叫

“种什么因，结什么果”，对于孩子的教
育问题，很多家长控诉为什么我的孩子
总是任性、脾气暴躁、做一些不可理喻
让人无法忍受的事，在本书中称这些行
为为不良行为。这本书让我意识到，往
往孩子的不良行为可以反映家长在孩子
教育上的缺失。在书中，作者揭示 ：孩
子们的观察能力很强，但解释能力却很
差。而孩子产生不良行为时，往往是因
为他们想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一定的
社会环境中追求归属感和价值感。所以
当孩子张牙舞爪总是不听话时，不要把
他看成是惩罚自己的恶魔，而是冷静下
来依照这些原理结合最近孩子发生的事
分析孩子的意图，也许孩子是担心妈妈
不再爱自己所以搞出乱子来吸引妈妈的
注意。在本书的理论的指导下，我们能
更加了解孩子的不良行为，及时发现孩
子的心理变化，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

本书作者的主旨是 ：如何不惩罚、
不娇纵地有效管教孩子。在明确描述孩
子的心理根本需求和正面管教的基本概
念，让读者理解为什么孩子会有不良行
为，以及为什么正面管教能帮助孩子成

为一个快乐的、自信的、有益于
社会的人之后，本书对各种不良
行为进行详细分析，帮助父母“解
码”孩子的行为，提出正面管教的
工具，并提出了班会、家庭会议等
对正面管教有用的管理手段以及应
该如何开展。作者简·尼尔森是个
拥有七个孩子的母亲，她同时是杰
出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她在教育孩
子的过程中遇到了孩子不良行为的问
题，在无助和迷茫后最终将职业生涯
投身到家庭教育与儿童教育中，总
结出了正面管教的教育方法。

拥有丰富实践经验和
临床经验的作者在文中举
出了多个生动而形象的例
子，以实际管教中出现的
问题佐证文中的观点，并
举例说明使用正确的正面
管教工具会很好地解决这些
问题。作为一本对生活有指
导意义的书，本书不仅将原
理描述的通俗易懂，同时给
出了富有价值的多个指导意
见，可操作性强，在结合实
际情况后读者将能更加深刻的
理解作者的深意。

有人说做父母不需要通过考
试，而对于孩子来说，父母就是他第一
个老师同时也是受教最深的老师，即使
父母都是掏心掏肺地爱着孩子，但是也
许过于沉重的爱以及不正确的方式可能
会伤害到我们最想保护的孩子。这本书
给我的另一个收获就是正确的方法非常
重要，作为父母，除了满腔关爱之外，
应当抽出点时间阅读此类书籍，系统地
学习教育的方法，面对孩子的各种
行为能从孩子的心理角度去理
解，真正地关爱孩子的心理健
康，成就和谐的家庭关系。

“以文化人”铸思想之基     
“不忘初心”守报国之志

《高天长河入梦来》
值得一读

|| 悟斋德厚

从拿到书的那一天起，我用了一周的时间，一字一句把这本书
读完。甚至连“序、参考文献和后记”都不放过，每天 5 万余字的
阅读量。

   我是一位“理工男”。大学毕业后本是分配至煤炭企业工作，
但阴差阳错挑选了在航空工业谋生。一天也没去下地捡“黑”，
却和上天飞行“杠”上了。从此热爱上航空，而且一干就是25年。
干航空的人普遍执拗，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书中也
是刻画得淋漓尽致。

作者文安，我认得他。他当过我的主答辩老师，那是
十年前在中航大学人文班毕业论文评审时，我写的是有关
“心理资本”方面的内容，论文里有他的点拨。

尽管有的人几年也看不完一本书，但我从来不去笑
话人家。但《高天长河入梦来》，真值得一读。作为航空人，

你需要了解这个行业的历史。
作 者 用 讲 故 事 的 叙 述 方

式，以东北人特有的诙谐语言，
像说书似的，纵横捭阖地展示
了新中国的航空史。

他的文字从来不缺乏数据
说话、事例举证。他真的是一
位“狂人”，满脑子都是人名、

都是数字、都是催泪弹、都是温
情雨……这分明又是一部航空工业

名人史谱，是一部航空史诗。
他知道的事太多，讲述了很多不

为人知或不被真正了解的中国航空工
业，很多细节丝丝入扣。作者的“超强
大脑”，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可以说，书中每一页、每一行字都是故事。
他特别善于讲故事，“串烧”得顺风顺水，“搬字”恰到好处，话里有话，
引发思考 ；引经据典，跌宕起伏。

我读书，喜欢挑错，这与职业有关，“三审三校”心中记得很牢。
但读此书，我没挑到一处。   

我读过一些名著，总觉得作者非疯子写不出这样的好文字、好
文章。干航空的人也有类似状态。文安干工作、写文章恐怕都是。
他的记忆力竟如此惊人，或许也有个“烂笔头”，是个有心的人，用
心才能做好。

文安深知干航空的艰难困苦，才有巨著的玉汝于成。他的良苦
用心，恐怕不仅是疾力呼吁，更多的还是歌颂这里的人和事；是感情，
是泪水 ；是警诫，是启迪。

读一读《高天长河入梦来》，你会对航空的来时路充满敬畏，会
对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有新的认识。

今天，需要更多的人去仰望蓝天，因为那里充满信仰，唯有顶
礼膜拜，心中才有丰碑。

这是航空报国的时代，去开拓，才是正道，才是王道。
干就完了！说得轻巧，“干”本身就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情。

《高天长河入梦来》，书名也好。完整地读一遍，我似乎
更有所悟。

血性与信仰
|| 尤中桐

 
重 读 都 梁 的 战 争 题 材 小 说

《亮剑》，小说讲述了李云龙将军
及其身边人员的一系列往事，塑
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
故事。

通读小说，被李云龙跌宕起
伏的一生所吸引 ：抗战时期在晋
西北与日军展开多次战斗，歼灭
了坂田联队、山崎大队、山本特
工队等劲敌 ；国共内战时期，在
淮海战场与亦友亦敌的国民党将
领楚云飞刀兵相见，互致重伤 ；
养伤期间结识护士田雨，并结为
连理 ；新中国成立后到军事学院进修，接受
军事教育，被授予少将军衔 ；研究特种作战，
组建了一支我军早期的特种部队……他坚持
实事求是，虽几经挫折仍坚守信仰。我觉得
贯穿小说始终的主题词有两个 ：血性与信仰。

先说血性。何为血性，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我以为应该是面对困难甚至死亡，都

无畏无惧、勇于攀登，保持只争朝夕的坚韧
与勇气。小说里，楚云飞说过“军人要有骨气”。

这里的“骨气”指的应该也
是血性。面对数量几倍于自
己的日军骑兵部队，八路军
骑兵连依旧敢于拔刀冲锋，
进攻至全部战死 ；持简陋武
器，阻击装备优良的日军部
队，战斗到枪炮打光，引爆
炸药与敌人同归于尽。这是
用生命在履行军人守家卫国、
执行命令的职责与担当，也
是军人血性与勇气的最好体
现。血性也是“面对强大的
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

出自己的宝剑”，这也就是小说里所说的“亮
剑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仅是一种军魂，更应
该成为每个人心中的“魂”。由“亮剑精神”
引申到当下现实，新型号、新技术、新任务
带来的种种新挑战拦路在前，飞控专业已经
向着电传飞控、飞管系统集成吹起冲锋的号
角，每一个参与者都应保持“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劲头，心有血性，做好“啃硬骨头”的心
理准备，排除万难，向新天地勇敢前进。

再说信仰，看似缥缈、遥不可及，实则
是具体真实又纯洁高尚的情愫。小说中几个
有血有肉的军人形象形成在高尚炽热的信仰
中 , 信仰共产主义的李云龙等八路军将领在
信仰面前、在家国情怀面前义无反顾。军人
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更要以追求信仰为使命。
战争年代，因为信仰，让每一个革命者心有
所属，迸发力量，无所畏惧。“人民有信仰、
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信仰，是一种超
越地位、金钱、名望等浮于表象事物的情怀、
寄托与精神力量。

读罢小说，心里升起一个疑问 ：直升机
人的信仰是什么？我心里的答案是 ：打造一
流直升机研发机构，设计质量过硬、性能优
异的精品名机。

在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的时代召唤下，
面对新的命题、新的挑战，直升机人定将不
忘信仰初心，牢记奋斗使命，做新时代无愧
于历史的最美奋斗者！

因为平凡 所以美好
|| 白波

寒潮来袭，南方的冬天变得异常阴冷。
在这样难得空闲的日子里，翻出《平凡的世
界》。书的第一段从 1975 年一个料峭的春寒
开篇，我沉浸其中。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平凡”
一词的含义是什么？路遥为我们展现的每个
人、每件事都是那么平凡且真实。路遥的小
说中是一个个从黄土地里生长的人物，作者
把他们刻画得生动鲜活——孙少安、孙少平、
田润叶、田晓霞、贺秀莲……他们都是那个
特定年代的平凡小人物，演绎着属于他们的
平凡人生，见证着那段波澜壮阔、跌宕起伏
的不平凡岁月。

路遥说 ：“习惯于被王者震撼，为英雄掩
泪，却忘了我们每个人都归于平凡，归于平
凡的世界。” 生活本身就像一个车轮，不断重
复着，行进着。我们每个人都是芸芸众生的
一份子，大多数人的一生都跳离不了“平凡”
一词，都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而已。路遥

通过这部一百多万字的巨著，向我们展示了
一个真实无比的平凡人间，真实、平凡如你
我的生活。在平凡的世界里，既有担当的少安，
也有自强的少平……或多或少我们都能从书
中的众多人物身上看到属于自己的影子。因
此，《平凡的世界》这本书，至今仍让无数读
者为之追捧，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书中孙少平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是一
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能过不平凡的生
活。主人公孙少平，出身于最贫困的农民家
庭，吃不起饭，上不了大学，从小就深刻体
会到生活的艰辛与不易。他酷爱读书，常年
保持读书的习惯，并且志向远大，一直想去
外面的广阔天地闯一闯。因此他放弃了教师
这份稳定的职业，去城里打工。没有逆袭、
没有奇迹，有的只是孙少平在生活的苦难和
打击下一次次倒下，又一次次站起。流过泪，
甚至流过血。慢慢地，他接受了自己的平凡。
但是接受并不意味着屈服、随波逐流。相反，
他从书中更宏伟的精神世界汲取思想力量，
并对平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开始接受平

凡，用平凡人的心态，去争取更高的人生意义。
央视主持人康辉说过一句话 ：“人生若以

百年计，忽忽然，我已走过近半生。‘回首向
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努力的是别把
平凡的人生活成平庸的人生。”的确，我们拒
绝的不是平凡，而是平庸。如果能够在平凡
的生活中积极地学习，做好自己应尽的义务，
肩负起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这样即使选择
了平凡，也能感受生活的美好，在平凡中成
就伟大。过去的 2020 年，在疫情的阴影下，
全国上下齐心，团结抗疫，既有钟南山、张
定宇、陈薇等英雄心怀大义、奋勇当先。也
有太多平凡岗位上的平凡人勇往直前、无怨
无悔，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更有无
数国人在疫情期间响应号召，做好自己的事
情。“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每个人
都了不起！”

因为平凡，我们感叹人生苦短，时光荏
苒。我们也的确很平凡，平凡得像风、像雨、
像雪……殊不知，平淡无奇的日子，或许就
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