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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
练兵备战”，体现为“两点论”和
“重点论”的有机统一，是加强
部队全面建设、履行使命任务
的内在要求，也是各级领导干
部必须扛起的政治责任和必须
具备的过硬本领。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坚持唯

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是我党我军大

力倡导的重要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

领导方法。对全军部队来说，当前，就

是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练兵备

战，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军事训练影

响，努力做到练兵备战和疫情防控“两

不误”。

习主席曾经强调，“在任何工作中，

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

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

做不好工作的”。“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练兵备战”，体现为“两点论”和“重

点论”的有机统一，是加强部队全面建

设、履行使命任务的内在要求，也是各

级领导干部必须扛起的政治责任和必

须具备的过硬本领。

俗话说，“扁担无扎，两头失塌”。

对我军来说，在做好自身防控工作的同

时，必须牢记宗旨、勇挑重担，义无反顾

地积极支援地方疫情防控，必须把练兵

备战作为我军的主责主业和第一要务，

做好随时打仗的充分准备。如果说疫

情防控是硬任务，那么练兵备战则是硬

道理。这两头哪一头都不能偏废，这两

手哪一手都不能放松。

实践证明，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正是由于坚持抗疫不误战斗力、防控不

松战备弦，全军才能够随时拉得出、冲

得上、打得赢，也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提供了安

全环境、坚强后盾和有力支撑。

“两手抓”，就是要科学统筹抓。

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统筹兼顾、“弹钢

琴”等工作方法，明确强调：“我们的方

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我们应根据

疫情防控要求，找准“两手抓”的结合

点、着力点，一体推动疫情防控和练兵

备战。比如，采取合理调整年度训练任

务，科学调控训练场地、时间和人员等

办法，建立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训练秩

序，努力使疫情防控和练兵备战相互促

进、相得益彰。

“两手抓”，就是要实事求是抓。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

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两手

抓”，应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实

际情况，区分疫情风险等级，差异化组

织部队训练。探索创新疫情期间教学

组训方式方法，采取灵活编组、分步实

施、平行展开等方法，注重运用信息

化、智能化等手段，把教学训练活动组

织得更加富有成效。建立完善训练中

的防疫制度措施，全程督导各项防控

措施落实，以自身的防疫安全保证练

兵备战工作落实。

“两手抓”，就是要对标战时抓。

打仗就要有打仗的样子。疫情防控是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切忌做虚功、玩

花活、搞花架子。在疫情防控斗争中，

应按照战时状态和打仗要求，坚决告

别“表格抗疫”等形式主义的作派，发

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优良作

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全面提高部

队的应急应战能力，全面锤炼官兵的

意志品质、打仗能力和战斗精神。应

认真贯彻开训动员令，紧盯强敌对手，

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深入纠治训练

领域的和平积弊，立起重心在战、一心

向战、全力聚战的鲜明导向。

两手都要抓，先要成行家。一名领

导干部综合素质怎么样，很重要地体现

在是否具备“两手抓”的担当、“两手抓”

的本领、“两手抓”的作为。比如，“一手

抓联演联训，一手抓安全稳定”“一手抓

迎检迎考，一手抓业务建设”“一手抓疫

情防控，一手抓练兵备战”……这都是

领导干部在不同时期可能会面对的全

新课题、经受的重要考验。如果“大撒

把”或“一手硬一手软”，就不可能抓得

紧、抓得实、抓得好，就势必会打败仗、

吃苦头，贻误党和军队的事业。

领导干部要练就“两手抓”的过硬

本领，首先应把“思想方法搞对头”，真

正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学会

“两手抓”的辩证思维和领导智慧。刀

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领导干部要

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练兵备战等各

项工作中，敢于接“烫手山芋”，乐于当

“热锅上的蚂蚁”，磨出“两手抓”的真

功夫，练出“两手抓”的强本领，立起练

兵备战的好样子，交出抗疫大考的合

格答卷。

练就“两手抓”的过硬本领
■辛士红

长城瞭望

从1963年 3月 5日，毛泽东同志向

全国人民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

召，至今已57年。

57年，足以让一个懵懂少年满头白

发；57年，也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然而，时光流转，雷锋的青春模样在

人们心中从未远去，雷锋精神在岁月的长

河里永远闪亮。

57年里，他是那个领袖题词、媒体

歌颂、人人学习的对象，也是杰出典型、

伟大战士、时代楷模等一系列荣誉的拥

有者。然而，剥离了所有这些外在的荣

誉和头衔，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一

名平凡的解放军战士，一个我们身边的

热心小伙。

这个小伙，善良温厚，以助人为乐，

“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他说：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

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

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他乐观向上，

对生活拥有极大的热情，他说：“青春啊，

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属于

这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

的人，永远谦虚的人。”他在学习上有一

种“钻”劲，工作之余写下了近20万字的

学习笔记，他说：“一块好好的木板，上面

一个眼也没有，但钉子为什么能钉进去

呢？这就是靠压力硬挤进去的，硬钻进

去的。”他有一股勇往直前、勇争第一的

冲劲拼劲，在部队服役2年8个月，荣立

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他说：“但愿每

次回忆，对生活都不感到负疚。”

走近雷锋，我们会发现这个22岁的

年轻人就在我们身边。只不过他很早就

找到了许多人为之探究一生的答案，那

就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以什么样的

方式活着，并且付诸了行动，以22年的

永恒青春，留在了人们心里。

深入地了解雷锋，我们会更深切地

明白，为什么雷锋离开58年，他的榜样

力量从未衰减，为什么雷锋精神的感召

力始终镌刻在人们心中。学习雷锋，可

以让我们收获更好的自己，在人人有爱

的簇拥下让社会更有温度、在人人奉献

的众志成城里让国家更有力量。

今天，一些人认为，社会环境变化了

那么多，而且“这个时代涌现的英雄太多

了，再谈雷锋缺乏新鲜感”；也有人觉得，

“雷锋只适合仰视，无法复制”；还有的认

为，“做好自己就是对社会做贡献，学雷

锋实在有心无力”……

确实，这个时代涌现出了许许多多

的英雄，但雷锋则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普

通人做好事的行为范本，不必惊天动地，

点滴即可成行。其实，每一个人心中都

有一颗善良的种子，只不过有人将它马

上转变为行动，有人默默藏在心里。而

雷锋用行动告诉人们，做好事，没有条

件。雷锋的价值恰恰在于我们学习他没

有门槛，人人可学、处处可为，而不是让

人可望而不可即。

关爱与帮助他人，也是给自己力

量。随着科学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发

展，人与人之间似乎逐渐疏离，人们自我

关注也更多。然而，一次疫情的考验让

我们明白：做好自己当然重要，但是许多

时候，我们需要用爱守望相助，才能一起

渡过难关。一个小学生把舍不得花的压

岁钱都捐给疫区；一位菜农师傅骑了40

公里电动三轮车，为医疗队送去新鲜蔬

菜；一位90后女孩主动加入“医护专车”

志愿者车队，每天接送医护工作者上下

班……疫情肆虐之际，没有什么能比看

到这些爱与善意的信息更能点燃希望与

信心的火种。

思想者温元凯说：“我愿意是火种，去

点燃更多心灵。”雷锋精神，何尝不是一簇

代代相传的火种。雷锋的善良和对他人

的关爱，点亮自己，也照亮别人。今天为

什么要学雷锋，其实我们倡导的就是一种

向上向善的价值追求，一种充满爱和温情

的社会风尚。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

处可为。积小善为大善，善莫大焉。当

有人需要帮助时，大家搭把手、出份力，

社会将变得更加美好。”有时候，学雷锋

就是“搭把手、出份力”，就够了。如果更

多的人愿意伸出手来，点点滴滴汇聚而

成的社会正能量，将为实现中国梦提供

更强大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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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上海医

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

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不仅以其

专业能力、敬业精神和负责态度赢得人

们尊重，更因其朴实话风在网络上大量

圈粉。

耿直boy、有一说一、理性表达、言

之有物、通俗易懂……诸多听者对他的

话风评价，其实都可以简单归结到一个

字上，那就是——实。一个人说话真不

真诚、实不实在，听者是能感受得出来

的。只有真诚的实话，才能真正地说服

人、打动人，赢得听者的信任。正如一些

网友所讲的，“实话和干货永远是最好听

的”。也正是这个“实”字，让广大民众觉

得非常难得，愿意听他讲。频频在朋友

圈刷屏的张文宏金句，也尽显出这种

“实”风表达在听者当中的接受度。

一个人的话风，很大程度上体现其个

人素养、专业能力和思想深度。如果是领

导干部，则更能体现其领导水平。良好的

话风，可以引发听者的思想共鸣，达到有

效的沟通；不好的话风，则让人听之生厌，

还容易产生情感上的隔阂乃至情绪上的

抵触和对立。然而，要做到这个“实”字，

也并不容易。就拿张文宏来说，这种“实”

风表达来自于他过硬的专业能力，也来自

于敢说实话、真话的担当精神，更来自于

他愿意将心比心去理解他人、愿意把自己

放在听者的角度上去讲话的真诚态度。

联系到部队，一些领导讲话，结合

基层的实际情况，加上自己的思考，深

入浅出，给人以深刻启迪，也能起到很

好的号召作用。然而，也有个别领导一

开口只会生吞活剥政策文件里的话，没

有个人思考，毫无个人语言；有的长久

浸染于材料式语言，连平时和官兵私下

交流都是僵硬表达，程式化的套话不接

地气、毫无生气；有的漂亮话、场面话信

手拈来，但就是说不到官兵真正关切的

事情上；有的说话喜欢用官气压服人，

一副我说你听就对了的架势……可以

想见，诸如此类的表达，抛出的语言就

如同石头扔到棉花里，很难得到官兵的

共鸣。

如何讲话，折射出部队各级领导干

部的基本素质、担当精神和履职能力，体

现领导作风，也影响官兵士气，不可不在

意。毛泽东同志说，“凡真理都不装样子

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

去”“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

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

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

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

听”。善于沟通的领导干部从来不依赖

高深的理论、华丽的词藻，还有所谓的话

语技巧，真心话、实话足矣。领导干部少

说正确的废话、漂亮的空话、程式的套

话、违心的假话，多说实在话、内行话、贴

心话、真心话，并且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上下级信任有了，官兵士气高了，战斗力

自然也就上去了。

唯有“实”风最动人
■司晓帆 张颖科

长城论坛

一位基层干部反映，当前疫情防控

要求信息“准确记录”，落实起来就成了

“多次填表”。比如，通知一来，就要填

表，而且各种表格交叉内容不少；信息

提交了电子版，同时还要填交一份纸质

版；同样的信息刚填交这个部门，第二

天另一部门又来要，许多时间和精力纠

缠于每日信息的登记、整理、报告上。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一些

地方政府政务平台纷纷搭上信息化的快

车，极大提升了工作质效。就拿当前的

疫情防控来说，一些城市运用“疫情防控

信息化系统”“疫情通”或个人信息自助

登记系统、公共场所出入登记系统等，有

效解决了数据信息登记工作用时长、效

率低、统计信息繁杂等问题，达到了数据

统计更高效、共享数据更便利、疫情防控

更精准。而且，基于这次疫情防控的“倒

逼”，一些城市已进一步加紧智慧城市建

设，推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信息技术手段，推进城市管理科学化、

精细化、智能化。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一些部队单

位在管理理念、制度和方法上还跟不上

时代发展步伐。信息化手段运用不充

分，管理模式方法陈旧落后。谭政大将

早就指出：“如果某种组织形式和工作

制度，不便利于组织与发扬广大战士群

众的积极性，完成一定任务的，就不应

当采用，已经采用的就应当废止，而代

以新的东西。”当下一些陈旧的工作习

惯和不合时宜的做法如果不改，部队全

面推进信息化建设、建设智慧军营的脚

步就快不起来。加快基层转型发展，不

仅需要硬件上的更新，更需要工作模式

和管理思维的与时俱进。

大力加强军队信息化建设，是打赢

信息化战争的必然要求，建设智慧军营、

数字军营更是基层建设的大趋势。各单

位应以建设智慧军营为抓手，尽快建成集

网上办公、智能管理、在线教育、便捷生活

于一体的现代化军营，推进信息化建设向

基层末端延伸，将官兵的时间和精力解放

出来，以更好地聚焦主责主业。推进智慧

军营建设，实现数字化办公，一定程度上

也是破解形式主义、祛除基层“五多”的有

效手段。应依托信息促管抓建，真正让信

息技术融入基层官兵的训练、工作、学习

和生活，使部队指挥更加顺畅、运行更加

高效、保障更加有力。

善用信息化手段破解“痕迹主义”
■狄伯文 李学猛

画里有话

漫画作者：周 洁

他们，是普普通通的父母
亲；他们，是送别时扯一嗓子“你
给我平安回来，我承包一年家务
活”的爱人……这些人都是社会
中的普通一员，没有高调的表
态，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有朴实
无华的感人行动。在这场战
“疫”中，他们表现出的大义、大
我、大爱，值得我们每一个人付
出敬意。

“传燊吾儿：悉你请战抗疫，已达疫

区，好样的。听党话，冲在前，父支持，

家放心。要确保安全才能多救人，望安

全归来。父字清才。”

这段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江

传燊的父亲江清才发给儿子的短信，深

深地流露出一名父亲对儿子的嘱托和

鼓励，同时折射出作为一名父亲的深明

大义。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中，

父母送儿女、妻子送丈夫出征，以及父

子、夫妻、兄妹等携手出征的，比比皆

是。他们没有太多的准备，没有任何的

犹豫和迟疑，一声令下就出发。那一幅

幅感人的场景，那一声声发自肺腑的誓

言，那一句句实实在在的心里话，让人

肃然起敬，感佩不已！

山西援鄂医疗队队员王婷，父亲王

卫国同样是医生。17年前，她的奶奶

坐着轮椅送王卫国上抗击非典的战场，

支援太原。如今，66岁的王卫国再送

同为医务人员的女儿王婷上前线，支援

武汉。

排雷英雄杜富国兄弟姐妹四个，有

两个在抗疫一线。妹妹杜富佳是护士，

两次请战前往一线，2月20日从贵州随

队出征武汉；弟弟杜富民是医生，疫情

一开始就坚守在重症病房。

“党员应该上，我是党员，我的儿子

也是党员。”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聂丁鑫的父亲聂华，在安徽池州同样奋

战在家乡的抗疫一线。做排查、发手

册、跑点位、搞消杀，一天到晚也是连轴

转。作为一名老党员，他用最朴实的话

语勉励儿子在一线好好干，也用自己的

身体力行影响带动着儿子。

自古以来，在大灾大难面前，坚韧

的中华儿女从来都把家国大义高高举

过头顶。抗战爆发后，北京密云县一位

名叫邓玉芬的母亲，把丈夫和5个孩子

送上前线；1941年，日军抓捕抗日英雄

马本斋的母亲，意图用马母逼降马本

斋，逼迫她给马本斋写求助信，而马母

义正辞严予以拒绝，连续绝食多日，最

终以身殉国；抗美援朝时期，毛泽东把

长子毛岸英交给彭德怀，作为第一个报

名的志愿军战士。这一个个抉择，都是

不容易的割舍。但是，为了家国大义，

他们选择了这么做。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

许许多多的家庭，鼓励并坚定地支持

亲人到一线去。当个人命运与同胞、

国家命运置于眼前，他们与家人共同

决心将民族、国家利益置于最高位

置。“作为军人，应该冲在前！”军队支

援湖北医疗队队员李琦的父亲李泽

忠，是一名离休老干部，在老爷子的军

旅生涯中，军人二字重如泰山。他说，

在国家有难、人民需要时，军人就应该

冲锋在前，这是一种本能反应，更是流

淌在骨子里的血性与忠诚。“年轻人就

是要多锻炼、多做贡献，为我女儿能上

一线高兴！”知道29岁的女儿项译娇上

一线，父亲项明清说道。在这场战

“疫”中，90后成长为生力军，作为他们

的父亲或母亲，在得知儿女勇敢地奔

赴抗疫一线时，都表示了绝对的理解

和支持。一个个抗疫战士的身后，都

有一个个家庭的默默付出。

他们，是普普通通的父母亲；他们，

是送别时扯一嗓子“你给我平安回来，

我承包一年家务活”的爱人……这些人

都是社会中的普通一员，没有高调的表

态，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有朴实无华的

感人行动。在这场战“疫”中，他们表现

出的大义、大我、大爱，值得我们每一个

人付出敬意。

大疫当前有大义，小我中有大我，

小家中有大爱。有这大义、大我、大爱

的支持，这场抗疫我们必将赢得胜利！

（作者单位：联勤保障部队第900

医院）

大疫当前有大义
■戴晓芳

玉 渊 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