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生活中最常见的调味品，食
盐不仅承担着“食肴之将”的美名，同
时也是人类维持生命的必需品。自人
类生活方式从狩猎、畜牧转变为以农
耕为主之后，在食物中摄入盐已成为
最根本的饮食需求。

思想政治工作犹如人精神上的
“盐”，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的灵魂塑
造工具和精神调养源泉，是为受教育
者全面发展提供的“精神大餐”中不可
或缺的“调味剂”和“营养品”。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
像盐”，这个新鲜而又生动的比喻含义
深刻、蕴意丰富，对加强和改进思想政
治工作有着深远的启发意义。

为什么说好的思想政治工作
应该像盐？

盐的第一个特性就是盐本身的重
要性。盐是维持人体正常发育的必需
品，它调剂着人体肌肉运动、神经信号
传递等机能的正常运转。如果缺盐，就
会造成体内的钠含量过低，轻则食欲不
振、四肢无力，重则肌肉痉挛、视力模
糊，甚至危及生命。思想政治工作是经
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一
项具有经常性、基础性的重要工作。好
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为受教育者提供
科学的思想基础和正确的方向指引，能
够满足生命和灵魂的精神需求和期待，
是每个人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调味剂”和“营养品”。

盐的第二个特性就是放盐时的科
学性。完美的菜肴，味是关键，而影响
味的关键在于用盐量的把握，太咸或
太淡，都直接影响食客的味觉体验和
身体健康。思想政治工作同样不能

“重口味”，言语过于高调、政治意图过
于明显往往令人生厌、引起逆反。同
时，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还需要遵循规
律、因材施教，有的食材需要大量的盐
保鲜，有的珍馐仅需要一点盐提鲜。
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因人而异、恰如其
分、适量“放盐”，才能让受教育者在咸
淡适宜、味美可口的思政教育大餐中
汲取营养、受益终身。

盐的第三个特性是放盐时的艺术
性。俗话说，“好厨子，一把盐”，可见
用盐的水平直接反映了厨师的厨艺。

用盐水平，除了反映在用盐的适度、适
量外，还反映到放盐的“适时性”上。
蒸制块肉时，因块肉厚大，所以需要在
蒸前放足盐；煸炒白菜等蔬菜时，为使
菜肴嫩而不老，就需要等到炒透时再
适量放盐；熬制骨汤时，则要在熟烂后
再放盐，这样才更有利于蛋白质的溶
解……思想政治工作同样也需要把握
技巧，根据受众不同的学识背景、不同
发展阶段的不同需求，做到实时跟进、
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大水漫灌”不如

“精准滴灌”，好的思想政治工作要讲
究规律性、精准性和实效性，以增强时
代感和吸引力。

盐的第四个特性是盐本身的溶解
性。盐虽然非常重要，但不能直接进
食，必须将盐融入食物，才能提供人体
需要的微量元素。简单、生硬、单调的
灌输，犹如让被教育者直接吃盐，不能
被接纳，且极易产生内心叛逆式的压
抑和抵制。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极富
艺术性的工作，需要科学的方式方法，
把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融入日
常生活，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于教育
工作的全过程，借助载体、依托手段，
真正做到如盐在肴，化于无形、融于细
微，在看不见摸不着的状态下做到润
物细无声，占领思想高地。

如何像放盐一样做好思想政
治工作？

构建受教育者易于接受的话语体
系。话语是人与人交流沟通最直接的
方式，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话语表达方
式和体系。在经济腾飞、互联网普及、
新媒体技术高速发展的新时代，海量
的信息、多元的文化极大地开阔了人
们的视野，催生了独特的见解和个性
化的思想，必然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
新的挑战。对此，我们必须顺应受教
育者的心理需求和个性特征，重构易
于受教育者接受的话语体系，赋予话
语新科技元素和时代元素。将思想政
治工作的“盐”同各种时尚化、生活化
的话语“佐料”相融合，促进“五味”调
和，生成“精神大餐”，从而使受教育者
愿意听、听得进、记得住。

创新受教育者易于接受的方式方
法。新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要从心

出发、以理服人，积极创新受教育者易
于接受的方式方法。首先，要发挥柔
和的引导作用，保持与受教育者平等
的交流和探讨，鼓励受教育者发表自
己的观点和看法，让受教育者能够在
一个相对宽松的思想状态中明确自己
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其次，要将教
育融入受教育者的日常工作学习中，
少说大话空话，立足实际，善于见微知
著，让受教育者心服口服，并能帮助受
教育者解决实际问题；最后，要注重全
过程的人文关怀，注重情感关怀，时刻
表现出支持和帮助的态度，以理服人、
以情感人。

依托受教育者易于接受的活动
载体。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拓宽思路、
创新载体，构建具有整合性、创新性
和协同性的教育平台。通过开展丰
富多彩的文化教育活动，寓教于乐，
突出受教育者的主体性，改变受教育
者的心态，完成从“做客”到“做东”的
转变，亲自参与到制作思想政治工作
这道“精神大餐”的过程当中，加“盐”
加“料”，让受教育者在制作“大餐”的
过程中，感受“放盐”的重要性、特殊
性和规律性，通过辛苦努力做成的

“大餐”更会令自己“良久有回味，始
觉甘如怡”。

思想政治工作者怎样成为会
放盐的“好厨师”？

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用心用情，想
当一名好厨师。每个顶级大厨都有一
个共通特点，就是在他们看来，做一桌
丰盛的佳肴非但不是负担，反而是生
活的一大乐趣，他们会用心用情做好
每一道菜，从中获得劳动与成功的喜
悦。好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犹如一名优
秀的厨师，带着真心和真情为受教育
者制作每一顿“精神大餐”，总是以满
足“顾客”需求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
任。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思想政治
工作的本质就是做人的工作，要将正
确的理想信仰内化为受教育者的思想
素质和习惯修养，建立价值信念上的
共识，就必须从受教育者内心的思想
深处着力，付出真心诚心，常怀服务之
心，时刻把受教育者装在心中。正如
恩格斯说：“具有某种程度的热情对于
一个战斗者倒是相称的，一个无动于
衷的拔剑出鞘的人，很少是满腔热情
地对待他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思想政
治工作者面对自己的事业，要倾注自
己的全部热情和满腔豪情，只有这样，
精神和灵魂的力量才会指引思想政治
工作者做好本职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本领高强，会
当一名好厨师。“厨艺”是名厨立足的
关键。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厨师，必
须拥有精湛的技艺，做思想政治工作
的“精神营养大餐”，也需要高超的本
领。思想政治工作具有严密的系统性
和科学性，有科学的理论指导，采用科
学的方法，来不得半点儿虚假，犹如每
道菜要求有严格的工序和技艺，火候
大一点或小一点，佐料多一点或少一
点，都达不到质量的要求。随着客观
社会的发展变革，各种思想文化相互
激荡，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随之变化，

“食客”的“口味”也在不断变化，对于
“厨师”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需要
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有永不知足的钻劲
儿和坚持不懈的恒心。只有不断地增
强本领，顺应新变化、研究新矛盾、掌
握新方法、解决新问题，不断寻求创
新、踏踏实实、精益求精，才能练就“庖
丁解牛”的技艺，为受教育者做好每一
道“精神佳肴”。

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反思总结，善当
一名好厨师。认识事物和改造世界都
需要抓住事物本质，把握事物规律，这
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规律和本
质无一例外地都是从前人的经验和一
次又一次的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
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工作技巧也是在对
实践的反思中总结得来。首先，要实事
求是。经验教训的有效性首先在于它
的真实性，决不能掺杂私心，将成绩夸
大，将错误隐瞒。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
则，就会导致经验教训的失真，对工作
的指导作用也无从谈起。其次，要及时
辩证。及时而认真的反思是迅速成长
的催化剂，不断反思、趁早纠正，才能避
免更加严重的错误。辩证反思，就是要
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既总结工作中的成
功经验，也要总结“败走麦城”的教训。
最后，要有学习他人的勇气。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很多名厨的经典招牌菜
品的原型都是前辈们留下来的，其精湛
的技艺都是前辈们的经验所得。思想
政治工作者要在反思总结中学习前人
的经验，立足传统和不断创新相结合，
做到取长补短、博采众长。

（执笔人，张啸飞，内蒙古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

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但不能光吃盐，最好的方式是将盐溶解到各种食物中自然而然吸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2月7日

◎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学习论理微信二维码

感
受
平
易
近
人
的
理
论
力
量

在蒙古语中“乌兰”是“红色”的意
思，“牧骑”是“嫩芽”的意思，乌兰牧骑
的寓意就是：希望我们的文艺队伍能
够像红色的嫩芽一样，扎根生活沃土，
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永远服务牧民
群众，将党的政策和科学技术、文艺表
演等多方面内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有效的传播到农牧民群众中去。

在新时代，这支红色文艺轻骑兵
应该如何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
怎么样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继
续前进，发挥出更大的历史作用，为

“中国梦”的实现出力，应该成为每一
个文艺工作者去思考的问题。

不忘初心，弘扬乌兰牧骑优
良传统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支乌兰牧骑诞
生于1957年，来自苏尼特大草原，随后
在内蒙古草原上遍地开花。尽管这种
团队人员少、装备差、条件苦，但是她
来自群众又服务于群众、深受人们的
喜爱，60多年披着霞光一路骄傲地走
来，目前已发展为75支，人员也由最初
的每支10多人增至40余人，装备也有
了很大改善。虽然时代在变、装备在
变、人员也在变，但乌兰牧骑的方向没
有变、宗旨没有变、精神没有变。他们
的足迹不仅踏遍千里草原，还走向全
国，走进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
内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成为草原上
一颗耀眼的明珠。

在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不久，内
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乌兰牧骑诞
生6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给
乌兰牧骑队员们回信，充分体现了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内蒙古
的高度重视，对内蒙古各族人民的亲
切关怀，是全区文艺发展和文化建设
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语重心长、字字
千钧，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是指导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
展的根本遵循。

对于乌兰牧骑所坚持的先进文化
的方向，党的三代领导人都给予了充
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并亲切接见了他
们。周恩来总理多次叮嘱队员：“不要
进了城市，忘了乡村，要不忘过去，不
忘农村，不忘你们的牧场。”在过去的
60年中，乌兰牧骑这支队伍始终牢记
使命，扎根基层，服务最广大的农牧民
群众，始终是农牧民的宣传工作队、文
艺辅导队、生活服务队。

60年的时间里，发生过很多可歌
可泣的动人故事，我们应该把这些故
事都挖掘出来，更好地去弘扬乌兰牧
骑精神，影响一批人、触动一批人、教
育一批人，让乌兰牧骑这面草原上的
旗帜更加鲜艳。

锐意创新，更好服务农牧民
群众

如今，进入新时代的乌兰牧骑，既
面临着新挑战，同时也迎来了新机
遇。要锻造一支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
机与活力的队伍，不仅需要来自政策、
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的支持，更要
加强乌兰牧骑队伍与队员的自身建
设，这样才能使乌兰牧骑精神得到传
承和弘扬。乌兰牧骑从来都是一支不
畏艰险、不惧困难的队伍，在新时代
里，只会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昂
扬的斗志迎接时代的考验。

创新的前提是加强自身能力的提
高，只有苦练一身本领，才能担当得起
创新的要求，才能不负群众的期望，才
能践行好总书记的嘱托。所以乌兰牧
骑要加大自身的业务能力培养，苦练
内功，同时也要加强与文化建设先进

地区的交流，积极拓宽思路，虚心吸取
经验，以更好的作品服务农牧民朋友。

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创新的土壤，
要真正发扬乌兰牧骑队员个个都是

“多面手”的特长，不光要演出，还要完
善激励机制，鼓励队员们去大胆的创
作，创作出一批贴近实际的、群众喜闻
乐见的、弘扬社会正能量的优秀文艺
作品，奉献给广大的基层群众。

创新的根本是人才的培养，要建
立和完善乌兰牧骑人才引进和培养机
制，发现和引进一批具有创新思想、有
创新精神的文艺工作者，让乌兰牧骑
这支队伍更加具有生机和活力，让他
们在乌兰牧骑这个与群众血脉相连的
大熔炉里成长。

乌兰牧骑要立足新时代人民群众
生产生活条件发生的巨大变化，创新
和拓展服务职能，发挥专业文艺团体

优势，深入开展文艺辅导，广泛组织开
展大合唱、节日民俗、文化娱乐等群众
性文化活动，繁荣基层文化，引领文明
风尚，建设文明内蒙古。

鼓足干劲，永做合格“红色文
艺轻骑兵”

乌兰牧骑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
根本在于确立了“全心全意为农牧民
服务”的宗旨。做新时代草原上的“红
色文艺轻骑兵”，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顺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努力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
粮。乌兰牧骑能够走近群众，凭的就
是演出内容贴近群众的生活，唱出了
群众的心声，舞出了群众的激情，说出
了百姓的心里话。所以要真正走到群
众中去汲取营养，成为广大农牧民群
众的贴心人。

乌兰牧骑的引申意思为“红色文
艺轻骑兵”。多年来，乌兰牧骑队员们
始终在草原上奔波、为牧民们表演，演
出的时候是演员，演出结束便和农牧
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着农牧区生
活，能够扎根基层、实实在在地跟牧民
们的生活、生产融为一体，也成为乌兰
牧骑队员艺术创作的重要来源。反观
如今综艺娱乐的形式虽多种多样，却
很少再能见到扎根农牧区的文艺演出
了，故而乌兰牧骑精神愈发显得弥足
珍贵。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是我
党对文艺工作的根本要求，因而我们
应结合新时代特点，把演出服务的阵
地延伸到街道社区、企业学校、军营哨
所，延伸到人民奋斗的每个地方，做到
人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生活在哪
里、哪里就是舞台。

真正能够让演员和观众形成很好
的即时有效互动，传播效果将大大提
高。面对面的形式可以获得对方的实
时反馈，而大众媒体常常反馈不及时，
传播效果常常不理想。所以要发挥乌
兰牧骑演出形式的天然优势，要带着
节目出门，带着问题回来，让每一次演
出都成为乌兰牧骑演出水平进步的一
个台阶，观众就是裁判、观众就是评
委，让乡亲们的赞扬成为我们最高的
艺术追求。

乌兰牧骑就像新生的嫩芽一样生
长在内蒙古大草原上，通过一场又一
场的演出，对牧区群众的文化、艺术、
审美、修养、见识、观念等多方面进行
着潜移默化的教育和熏陶。时代在改
变着，环境在改变着，乌兰牧骑也在改
变着，但始终不变的，是一代代的乌兰
牧骑人对草原、对家乡、对草原人民的
深情和热爱。

（执笔人：德格吉勒，内蒙古师范
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乌兰牧骑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骑的优良
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2017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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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需要艺术 艺术也需要人民

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