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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凡

人生观是人如何对待自己一生

的基本观点。用实际行动回答人生为

什么？一生干什么？身后留什么？为

此他才能懂得学习是人生的快乐，修

德是人生的阳光，工作是人生的价值，

奋斗是人生的意义，奉献是人生的美

德，育才是人生的贡献。这样他才能有

声有色地工作，有滋有味地生活，有胆

有识地讲话，有情有义地交友。

生命的真正意义与价值，并不是

建立在主观偏见或好恶之上，而是建

立在公正客观评价之上，建立在对社

会的贡献之上。

《张文台文丛》道德修养卷，从

人生观、事业

观、修养管、权

利观、荣辱观、爱

情观等 13 个层面

深刻阐述了道德修

养这个深奥的问题。

修身养德，建功立业，社会和谐，

福寿安康，圣贤之训，众人所望。因为

知识才能启迪人，德性才能感召人，诚

信才能凝聚人，聪明才能选用人，心宽

才能容纳人，身正才能率领人，建功才

能激励人，立言才能教育人。

步步走在路中央，不怕别人说短

长；秃子不要说和尚，摘了帽子都一

样。

贪财是万恶之源，说谎是万恶之

始，嫉妒是万恶之根。

责己者，风平浪静，海阔天空；永

远高尚快乐；责人者，怨天尤人，荆棘

满途，永远痛苦烦恼。

小过如刺在肉，剔拔唯恐不速；大

过如蛇缠身，斩除方能自新。人之大悟

在于能洞悉自身的弱点；人之大智在

于能战胜自身的错误。人之所以平凡，

在于无法超越自己；人之所以伟大，在

于心中无私。

修养观

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挫折是

通向真理的桥梁。苦难是天才的一块

垫脚石，是干才的一笔财富，是庸才的

万丈深渊。真正的乐观：对生活是快乐

的，对工作是热爱的，对学习是用心

的，对事业是执着的，对朋友善良的，

对自己是严格的。

人生不怕困难，就怕不分析解决；

人生不怕艰苦，就怕不知苦中求乐。不

能只求一时快乐，造成一生痛苦；也不

能为一时发财，而失去多年好友。

世上诸多事，奉献最光荣。奉献是

产生力量的源泉，是增长智慧的途径，

是升华觉悟的熔炉，是培养意志的学

校。奉献让人体验到过程的快乐，也让

人享受收获的幸福。

苦乐观

人生有涯知无涯，修身学习知不

足。因此凡干成大事者，无不是读万卷

书，学习前人的知识；行万里路，学习

实践的知识；拜万名师，学习别人的知

识；历万般苦，形成自己的知识。

生命的真正意义，在于探索未知

的世界，在于留给后人值得学习的东

西。

不用哲学武装头脑，谁也进不了

真理的殿堂；不用哲学指导工作，谁也

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成就。怀疑是研

究哲学的动力，实践是掌握哲学的基

础，应用是学习哲学的目的。

一个人不善于思考，学再多知识

也无用；不善于学习，思考再多也无

用；不善于实践，学习思考都无用。应

在实践中学习与思索，在学习中思索

与实践，在思索中学习与实践。

学习是终身的任务，工作是终身

的责任，修养是终身的要求。

读书可以求得知识，思考才能去

粗取精，实践才能发展创新。

学用观

任何人的职位都是人民给的，应

该利用这个平台好好为社会服务，而

不应该成为个人享受的特权。因此，要

经常地反省自己，严格地改造思想，做

到：学习上防松动，信念上防动摇，思

想上防浮躁，作风上防浮夸，生活上防

腐化，永葆青春。

如何做群众工作？解群众难，暖群

众心，进群众门，知群众事，为群众谋，

帮群众富。要访民情，解民忧，帮民富，

保民安，顺民心，得民意。

作为领导干部，要做到工作别摆

架子、生活别争面子、学习别半瓶子、

升迁别找门子、讲话别念稿子。更要做

到思想上防变，经济上防贪，工作上防

懒，学习上防浅，生活上防奢，交友上

防乱，纪律上防松。

责任在肩多忘我，义务在身多为公。

职位观

人才历来是成事之基，为政之本。

培养人才领导要有长远意识，负起责

任来，把培养多少人才作为衡量自己

政绩的重要标准。真正做到引进人才

有机制，留住人才有政策，培养人才有

途径，保护人才有法规，这样才能广聚

能人，人尽其才，才尽其力。

尊重人，才能激励斗志；培养人，

才能提高本领；理解人，才能增进团

结。用对一个人，激励一大片；用错一

个人，影响一大群。

另外，用公道的人就要容忍他的

刚直，用质朴的人就要容忍他的粗疏，

用聪明的人就要容忍他的圆滑，用恭

敬的人就要容忍他的拘谨，用善辩的

人就要容忍他的狡黠，用诚实的人就

要容忍他的直爽，用守纪的人就要容

忍他的刻板，用机灵的人就要容忍他

的多变，用豪放的人就要容忍他的骄

傲。

人才观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权力观的

基石。当官不能为自己，掌权不能谋私

利。这样就能经得起权力的考验，不乱

用；经得起亲情的考验，不谋私；经得

起金钱的考验，不贪占；经得起灯红酒

绿的考验，不腐化；经得起升降的考

验，不跑官，正正派派做人，老老实实

干事，清清白白做官，在历史上留好

名，不留骂名。

用好权必须通“五理”：一是哲理

不可浅，二是事理不可误，三是伦理不

可失，四是情理不可没，五是法理不可

违。

要树立正确的职位观，不能跑官

要官；正确的权力观，不能以权谋私。

有所作为才有地位，尽心尽力才

有权力。世间万物生不带来，死不带

去；只求为我所用，不求为我所有。

权力观

沟通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桥梁，体

谅是人与人之间理解的钥匙，诚信是人

与人之间交往的基础，互助是人与人之

间交往的保证，谅解是人与人之间交往

的纽带。由此可见，为人处世应该像春

天的雨滋润万物，夏天的风使人凉爽，

秋天的果给人营养，冬天的火暖人心

房。

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分人之

过，不分人之功；我为人人，人人为

我，是为人处世的根本方法。习惯的

力量是强大的，愚昧的力量是可怕

的。

地利不如人和，因为人和万事

兴；武力不如美德，因为德兴则民安。

应对邪恶的唯一办法就是战斗，同情

弱者的唯一办法就是互助。维护利益

最好的武器是法律，维护尊严最好的

法宝是良心。

路旁边也是路，不要埋怨路窄，

是我们的眼光窄。只要眼光宽，生活

的路就越走越宽。

处世观

交一个知识丰富的朋友，可以使你

增加智慧；交一个信念坚定的朋友，可以

使你明确方向；交一个艰苦朴素的朋友，

可以使你境界升华；交一个心地善良的

朋友，可以使你助人为乐；交一个意志坚

强的朋友，可以使你坚韧不拔；交一个清

正廉洁的朋友，可以使你一心为公。

与君子相交要动之以情，与小人

相交要明之以理，与同辈相交要待之

以礼，与下属相交要施之以恩。

没有真正朋友的人在社会上是孤

独的，没有温情的社会就是人间的沙

漠。真正的朋友最知心，最贴心，最热

心，最诚心，最忠心。

交一个读书破万卷的坏蛋，不如

交一个目不识丁的好人。我们要做到

表里如一，不口是心非；有啥说啥，不

夸夸其谈；务求实效、不图虚名。

权力之交，权去人远；势力之交，

势去义断；利益之交，利去人散；情色

之交，人老心变。由此可见，益友多了

创大业，损友多了惹大祸，不可不慎！

交友观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但是

任何人也没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只知道真正的爱情：是力量，能够

战胜一切；是阳光，能够融化一切；

是大海，能够容纳一切；是春雨，能

够滋润一切。因为爱是给予，而不

是索取；是责任，而不是游戏；是高

尚，而不是庸俗；是长久，而不是冲

动。因此，忠诚是爱情的基础，感情

是爱情的纽带，志趣是爱情的风

帆，信任是爱情的美德，永恒是爱

情的本性。

爱的力量是伟大的，爱情能够战

胜一切，爱情能够改变一切，爱情能

够创造一切。但爱情具有两面性，在

一定意义上讲，它是生命，也是死

亡；是摇篮，也是坟墓；是蜂蜜，也是

苦酒；是风帆，也是暗礁。

在爱情的道路上任何时候都不

要忘记：拿爱情做游戏就是拿人生

开玩笑；对爱情的玷污就是对人格

的背叛。

爱情观

阅读与评论·健康养生卷

文台将军虽非出身医学世家，但修身养性、崇尚科学养生的观

念却始终贯穿于他的日常生活。本书即是他养生理念集大成之作，

亦是他日常保健的真实写照。全书分为以德养生、以仁养生、以智

养生、以勤养生、以廉养生等十个篇章，观点鲜明、条理清晰、文笔

流畅，结合对《易经》《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等古籍进行讲

解，寓意深刻又通俗易懂，具有指导性和针对性。

除了统领全书的养生理念之外，书中还介绍了不少切实可行

的养生妙法，如名人养生语录、长寿养生谈，很有借鉴意义。书中介

绍的不少长寿老人大都是文台将军的老首长、老领导，事例真实，

指导性强；养生语录、健康感言，富有哲理，便于操作；保健贴士，民

间谚语，内容实用，易学好记。

《健康养生卷》可谓是一部集文台将军智慧闪光点之佳作，它以

传统医学的视角、简洁通俗的语言，引领读者走进养生保健的奇妙

大观园，为您开启无穷的养生宝库，称得上是一本相伴终生，全面、

科学又简单、有效的养生保健手册。

认真拜读文台将军撰写的《健康养生卷》，就像是一位有着清

晰条理和严谨思维的智者在与你对话生命，为你提供了广阔的交流

空间，让你有所思、有所悟、有所学、有所为，这是本书最为精妙的，

也是与其他养生书籍最大的不同。

掩卷沉思，不禁感叹于中华传统医学养生之精妙，更为这位古

稀将军，热爱生活、服务人民、精忠报国的精神所感动。全书一字一

句、一行一段，无不显现出将军求真务实、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

（作者系《中国老年报》主编）

《张文台文丛·诗词卷》，收入诗词作品近千首，可以彰显出以

下三个特色：

一、抒情寄志的正气歌。诗言志，歌咏言。这部出自共和国上将之手

的诗集，自然充满了抒豪情、寄壮志的浩然正气之正能量。他在青藏高原

唐古拉山口解放军战士石雕像前咏叹的《石雕 像》、他以戍边将士为寓

意深情歌颂的《沙漠红柳》、他的《高原阅兵》之诗意写照、他的《英雄好

汉》的歌咏赞叹，都是一首首气冲霄汉的正气之歌。

二、多彩生活的风情画。常言道，文如其人，诗如其人。见过张文台将

军的人都清楚，这位声名远播的上将，不是金刚怒目式的铁塔壮汉，而是

和谐包容、风度儒雅的宽厚长者。因而他的诗篇也是多姿多彩，风情万

千。像“巴黎城中凯旋门，卫国英灵守护神”、“地中海波冲蓝天，万里云空

见奇观”、“亚龙湾畔汇人气，千姿百态饰苍穹”、“春游漓江水，船行云雾

中”、“喜登望月台，桂花寒宫开”、“庭院花木亲手栽，雪梅未谢玉兰开”、

“三尺书斋夜安静，月落窗前更温情”等诗句以及情人节《赠老伴》：“情人

节时思情人，爱河常流似海深。牛郎织女又相会，献枝玫瑰表寸心”等篇，

就是生动勾勒将军多彩生活的一幅风情画。

三、人生哲理的启示录。张文台上将爱学习，善思考，因此哲理诗的

思想之光又是他诗集的一大亮点。如“秦皇难觅不老方，粗茶淡饭胜参

汤”、“悬崖定有攀登路，河宽引得摆渡人”、“自古奸邪毁公理，善良总被

恶人欺”、“困苦磨砺是个宝，多彩人生离不了”、“解甲不改戎装志，翰墨

育人立新功”、“人生得失终归去，清廉敬业是正途”等等诗句，就非常警

世醒人。再如《论英雄》：“成败也难论英雄，是非功过何必争。留得丹心

功业在，造福后代利苍生。”《得糊涂》：“休云敝人傻又憨，吾云尔辈如笼

鹇。”

（作者系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原主任，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

长、少将）

与智者对话生命

多彩人生尽入诗

《道德修养卷》牢牢把握了思想理论道德这个核心价值观 ,论述

了人生观、时空观、修养观、苦乐观、事业观、职位观、荣辱观、处世

观、交友观、健康观、爱情观等人们最常见到的又时常感到困惑的问

题，从生活点滴和亲身经历入手，论述深刻道理。

多年来，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

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上述概括，反映了中

国特色的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吸收了人类文明的

共同成果。

在当代中国，只有这一价值观才能为最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同和

接受，才能逐步解决思想道德领域出现的各种问题，才能引领和凝

聚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文台将军的《道德修养卷》，

正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详尽阐述了这一核心价值理念。

《道德修养卷》娓娓道来，循循善诱。通篇没有丝毫的八股气，没有

丝毫声色俱厉，没有任何的大话空话套话，而是完全以自己的所思所

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自己的深切感悟，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正

确的思想引导人，高尚的情操感召人，从字里行间，人们看到了一个老

将军的崇高形象和透明晶莹的精神世界，同时，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文

风。

中国是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社

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空前多元化，更得有为广大人民所自觉接受、

认同并用来约束、规范自己行为的核心价值观。这是凝聚人心、增进

共识的需要，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前提，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

思想基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我真

诚推荐每一位领导干部、每一位青年，都来认真读一读这本书，从中

吸取营养和力量。

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教材

阅读与评论·诗词卷

阅读与评论·道德修养卷

科学的信仰是不会破灭的真理，

是永远照耀人类前进的灯塔，是人们

改造世界的力量源泉。所以刚起步的

人在立志，已经起步的人在奋斗，事业

成功的人在发扬。有了这样的信仰，精

神上就会有动力，学习上就会有毅力，

工作上就会有魄力，生活上就会有魅

力。由此可见，伟大的希望产生伟大的

毅力，伟大的毅力造就伟大的希望。

人生应在追求中度过，追求的目

标越大，潜力发挥得就越好，对社会的

贡献就越多。追求正确的东西最幸福，

追求错误的东西最痛苦。

过去在我心中，现在在我手中，未

来在我眼中。

物质可以使人健康，信仰可以使

人高尚。

科学的信仰是不会破灭的真理，

是永远照耀人类前进的灯塔，是个人

改造世界的力量源泉。信仰是理智的

延续，而不是感情的作用；奋斗是实现

理想的途径，而不是一时的冲动。

理想观

生命是短暂的，事业是长久的。因

而任何事不仅要看当前效益，还要看

历史效益，使现在的事业成为过去事

业的继承，未来事业的基础。

不断地创造才叫事业。困难是在

创造中克服，事业是在创造中成功，生

活是在创造中才能丰富。

丰富的知识是创新的灯塔，实践

的经验是创新的基础，敏锐的大脑是

创造的关键。

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创新开始时

不被误解，也没有一个创新成功后不

被敬仰。没有伟大的毅力，不可能产生

伟大的人物，干成伟大的事业，创造伟

大的时代。

天才加勤奋、科学加创新才能干

成大事。勤奋可以使天才发挥作用，勤

奋也可以弥补才能的不足。任何伟大

的成果都不是个人的功劳，而是众人

智慧的结晶；任何伟大人物的思想都

不是个人的聪明，而是群众智慧的代

表。

事业观

2008 年 2 月 3

日，张文台到 301

医院看望国学大

师、北京大学原副

校长、97 岁高龄

的季羡林老先生

（左）时，季老欣然

写下“智乐仁寿”

四个字，并阐述了

他健康长寿的“四

不主义”：“不挑

食、不嘀咕、不懒

惰、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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