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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胜于能力 

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要组织开展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 ，深入实际 、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 ，知 民情 、解 民忧 、暖 民心 ， 

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 上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强 烈的 

责任感。爱迪生曾说过：“责任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它是一种伟 

大的品格，在所有价值中它处于最高的位置。”科尔顿说：“人生中 

只有一种追求，一种至高无上的追求——就 是对责任 的追求 。” 

责任是一种使 命。责任 就是对自己所负使命的忠诚和信守 ， 

责任就是对 自己工作 的出色完成 ，责任就 是忘 我的坚守 ，责任就 

是人性的升华。只有那些勇于承担责任的人 ，才有可能被赋予更 

多的使命，才有资格获得更大的荣誉。一个缺乏责任感的人，或 

者一个不负责任的人，首先失去的是社会对自己的基本认可，其 

次失去了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和尊重，甚至也失去了自身的立命 

之本——信誉和尊严。人可以不伟大，人也可以清贫 ，但不可以 

没有责任。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无论一个 

人担任何种职务，做什么样的工作，他都对社会对工作负有责 

任 ，这是社会法则和道德法则，也是心灵法则。正是责任 ，让我们 

在困难时能够坚持 ，让我们在成 功时保持冷静 ，让我们在绝望时 

懂得 不放弃 。在玉树抗震救灾工作 中涌现出的韩慧瑛、才仁松保 

等先进模 范 ，他们之 所以能被社会 认可 ，被大 家接受 ，核心的一 

条就是他们来到世上并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 

命。正是他们对所热爱的工作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才使得他 

们在短短 的人生中做 出了辉煌的成绩 ，使后人永远怀念他们 。 

责任胜于能力。俗话说“能力是事业的基础 ，责任才是成功 

的保证”。做好任何一项事业 ，都要有强烈的责任心 。人一有责 

任，工作中就会有压力；人一有责任，对工作就会更加用心。责任 

能够让一个人具有最佳 的精神状态 ，精 力旺盛地投入工作 ，并将 

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致 。然而 ，在实际工作 中 ，责任经常被忽视 ， 

人们 总是片面强调能 力的重要性 。能力固然很重要 ，而 自身的能 

力只有通过尽职尽责的工作才能体现 。一个人能力再强 ，如果他 

不愿意付出，他就不能为社会创造价值 ，而一个为工作全身心付 

出的人，即使能力稍逊一筹，也能够创造出最大的价值。所以在 

某种程度上说，成功就是来自于责任，责任胜于能力。 

尽职尽责 ，让责任 成为习惯 。认认真真 、兢兢业业对待 自己 

的工作 ，是成功者必备的品质。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难以估量 

的巨大潜能 ，假如能够以尽职尽责的态度去工作 ，就能够把 自己 

身上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就一定会把 工作做 得尽善尽 

美。我们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 ，都要能沉下心来 ，踏踏 实实地去 

做 ，一个 人把时 间花在什么地方 ，那他就会在什 么地方开花结 

果 。在新形势下 ，要想把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 内容的党的群众 

路 线教育实践 活动推向深入 、取得实效 ，党员领 导干部就必须要 

增强开展此项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把此项工作当做 自己的 
一

项基本义务、一项神圣使命甚至一份至爱去推进，把主要心思 

和精 力用在抓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的工作 落实上 ，直面困 

难和 问题 ，认真履行 自己的职责 ，切实解 决教 育实践 活动中说得 

多 、做得少 ，会议室待得多 、下基层走得少的问题 ，下大 力气 督促 

检查 工作推进开展 情况 ，真正 一抓 到底 ，不达 目的誓不罢休 ，不 

见成效绝不 “收兵”。 

细节决定成败 

“使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鞋子里的一粒沙子”，伏 

尔泰的这句话，强调了细节的重要性。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 活动 ，强化 群众观点 ，走群众路 线 ，最基本 的一条就是要 

注重做好本职工作的每一 个细节 ，把群众放在心上 ，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 。 

天下大事必做于细。老子说 ：“天下难事 ，必做于 易 ；天下大 

事，必做于细”。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要注重细节，从小事做起。多 

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 ：细节决定工作 的成败 ；成功的最高境界就 

是细节。仔细琢磨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大而化之 ，马马虎虎的 

毛病似乎仍然不绝于眼，对待工作“差不多”的人还是大有人在， 

好像 、几乎 、大约 、大概等等 ，成 了“差不 多”的常用词。在工作中 

想做大事的人很 多 ，但愿意把小事做 细的人并不多 。现在我们的 

工作中不缺少雄韬伟略的战略家，缺少的是精益求精的执行者； 

不缺少各类规章制度，缺少的是对规章制度不折不扣的执行者。 

因此，我们必须改变心浮气躁、浅尝辄止的毛病 ，工作中处处注 

重细节，把小事做细，在细节处下功夫。特别是为民办实事尤其 

应从小事做起 ，从 细节做起 ，从关乎百姓的利 益做起 ，做 到勿以 

善小而不为 ，牢记 “百姓事 ，无小事 ，百姓事 ，天大事 ”的观念 ，切 

切实实当好人民公仆 ，切切实实讲求德性 。 

成也细节，败也细节。当今社会是—个细节制胜的时代，对于 

自己的工作 ，无论大小都要了解得非常透彻 ，政 策掌握 得十 分准 

确 ，这样才能脚踏实地的完成 自己的工作 目标 。比如 ，2007年我 

去了欧洲两个国家 ，在访问的几个工厂 中，所 有回答问题的人对 
一

些数字掌 握得十分清楚 ，比如全国平均每人每 天吃 几个 汉堡 

包 、几个鸡蛋等等 ，这点对我印象非常深。反之 ，无数铁的事实证 

明，忽视细节的后果是惨重的，它可能会给工作带来许多不必要 

的麻烦甚至造成恶劣影响 。我还记得在《鹤林玉露》里记载了这样 
—

个故事：一天张咏从县衙钱库经过，看见一名官吏从钱库出来， 

鬓角旁边的头巾下露出一枚钱，在张县令的盘问下，官吏承认是 

库里的钱。张县令下令杖责库吏，库吏大怒：“一枚钱算得了什么， 

你竟然要打我板子，难道你还杀了我不成!”张县令竟真的提笔判 

到 ：“一 日一钱 ，干 日一 千 ，绳锯木断 ，水滴石穿”，之后 ，斩了那个 

占公为 己的官吏 。“千里之堤 ，溃于蚁穴”，因此 ，工作中我们 千万 

不能忽略一些细小的错误 ，否则就有可能付出惨重的代价。 

脚踏实地 ，立足细节 。在 为民服务的任何一个环节和细节出 

现了差错和纰漏都会挫伤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 的信心 ，损害党 

和政府的形 象。因此 ，“群众利益无小事”、细节 决定成败 ，要特别 

注重细节 ，把工作做细 、做实 ，只有在细微之 处体现 出对群众的 

关怀、细心的服务，才能赢得群众的心。树立群众观点，坚持群众 

路线不需要我们有多伟大和壮烈的誓言 ，也无需我们高谈阔论 ， 

而仅仅需要我们有一颗火热的心 、一份踏实的行动对待可爱可 

亲的人民群众，从细微处着手，在点滴服务中让群众感受到我们 

的诚意和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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