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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

大战略成果之际，两会拉开大幕。

会场内外，抗疫精神成为军队代表

委员热议的话题。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

情，960万平方公里广袤土地上，处

处是抗疫战场；14亿人民，人人是

抗疫战士，孕育并诞生了伟大的抗

疫精神。这种精神，集中展示了新

时代的中国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优势的生动诠释，是伟大

民族精神的又一次淬炼迸发。代表

委员们由衷感慨：正是这种精神武

装了一个个英雄的群体，武装了所

有英雄的人民，既为打赢这场疫情

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注

入了强大动力，又必定以其深刻内

涵为中华民族精神谱系增添一笔新

的宝贵财富。

习主席指出，精神是一个民族

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

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

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

前。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浩然之

气，历经千年风云而朝气蓬勃。尤

其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从贫弱

到壮大，战风霜斗严寒，除灾害灭疫

情，我们一路走来一路成长，一路过

关一路胜利，没有任何一次苦难能

够打垮我们，最后都推动了我们民

族精神、意志、力量的一次次升华。

多难兴邦，也激励我们奋进强

军。这次抗疫斗争，不是战争，但包含

着丰富的战争元素；不是打仗，却有着

打仗的本质要求。部队经受的挑战和

考验十分严峻，得到的锻炼和提高弥

足珍贵，不仅为应对多种安全威胁、遂

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积累了重要经验，

也为强军兴军提供了宝贵启示和实践

课题。在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中，一

线官兵是抗疫精神的书写者、实践者，

带动全军官兵完成了一次人生洗礼，

经受了一次思想、意志、作风的磨砺。

从这个意义上说，抗疫精神更值得我

们倍加珍惜、大力弘扬。

今年是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是“十三

五”规划收官之年，我军要如期实现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

展战略第二步目标，是一日不可虚

度的关键之年。此时此刻，更需要

抗疫精神的激励和鼓舞，更需要这

种精神去加速推动任务的完成、目

标的实现。对于每一名官兵来说，

要以抗疫精神进一步引领价值观、

鼓舞精气神、激发战斗力，既在疫情

防控战场上打胜仗，又在履行主责

主业上出成果，切实做到不负人民

重托，不辱时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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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
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

4月 26日，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
清零。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这是在党
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国军民齐心协
力、众志成城取得的重大胜利，是新时代
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的集中展
现。

这场艰苦卓绝的疫情防控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孕育出伟大的抗
疫精神。在军队代表委员们眼中，这
种伟大的精神必将成为强国强军的强
大动力。他们纷纷表示，一定要大力
弘扬抗疫精神，聚力练兵备战，锐意开
拓进取，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
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
队不懈奋斗。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生命重于泰山，人民利益高于一
切。疫情突袭，习主席从一开始就强调
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放在第一位”。

中国抗击疫情的实践，充分彰显
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军队人
大代表、陆军第 73集团军政委杨诚说，
短短两三个月时间，绝大多数省份实
现确诊病例和新增病例“双清零”，7万
多名患者治愈出院，迅速扭转了疫情
快速蔓延的严峻局面。不放弃任何一
个生命，有一线希望就付出百分之百
的努力，这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
的生动写照。

在这场特殊的大考中，全军官兵牢
记我军宗旨，始终与全国人民心手相连、
风雨同舟，展现了人民子弟兵忠于党、忠
于人民的政治品格。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这

支军队始终不渝的宗旨，人民的安危
疾苦是子弟兵最大的牵挂。”军队人大
代表、陆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党增龙
说，从抗洪抢险的血肉长城到抗震救
灾的生命接力，哪里最艰险哪里就有
人民解放军的身影。在这次疫情防控
斗争中，子弟兵再次用行动捍卫了人
民利益。
“正是坚定的人民立场，深厚的人民

情怀，为我们赢得这场疫情防控斗争注
入了强大的信心和力量。”代表委员们表
示，身为人民子弟兵，一定会以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的劲头苦练本领，时刻听从
祖国和人民的召唤。

科学防治

精准施策

抗击疫情是一场全民行动，更是一
场科学战役。

今年 3月，习主席在北京考察新冠
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强调，人类同
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
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
术创新。

疫情在武汉暴发后，广大军队和
地方科研工作者勇挑重担、敢于担
当，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各项攻关任

务中，为不断完善诊疗方案提供技
术支撑。

3 月 16 日，由军队政协委员、中国
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
院研究员陈薇领衔的科研团队研制的
重组新冠疫苗，通过临床研究注册审
评。陈薇表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在抗击疫情中大显身手表明，用好
科技这个有力武器，才能有效防控新冠
病毒。”

如陈薇所说，疫情发生后，军地科技
战线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有关部门组
成科研攻关小组，组织跨学科、跨领域的
科研团队，科研、临床、防控一线相互协
同，产学研各方紧密配合，短时间内就取
得了积极进展，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
支撑。

军队人大代表、武警部队四川省总
队政委宗永祥认为，科技抗疫也给抓建
部队带来重要启示，在提高我军现代化
建设水平和备战打仗能力的过程中，也

要尊重科学、坚持向科技要战斗力。

勇挑重担

英勇顽强

勇挑重担、英勇顽强是人民军队的
光荣传统。

新冠疫情暴发后，人民军队坚决响
应习主席“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的号令，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指
挥下，闻令而动、勇挑重担、敢打硬仗，第
一时间投入战斗，先后派出 4000多名医
护人员驰援湖北，承担火神山等 3所医
院救治工作。
“回望历史，无论任务多么艰巨、

情况多么复杂，英雄的人民军队总能
用忠诚、无畏和担当写就辉煌。17 年
前，当非典疫情肆虐时，全军紧急抽调
1000 多名医护人员赶赴北京小汤山医

院，参加非典型肺炎患者救治工作。
小汤山医院全体官兵出色完成了党和
人民赋予的任务，创造了世界上最低
病死率、全体医护人员无一感染的奇
迹。”军队人大代表、武警部队重庆市
总队政委修长智说，这次支援湖北的
军队医护人员中，有不少人曾参加过
抗击非典、抗击埃博拉疫情等重大任
务，他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确保了
各项救治工作高效展开。

军队人大代表、联勤保障部队某报废
武器弹药销毁大队参谋长陈雪礼说，军队
抗疫勇士的事迹让人感动，同时也让他对
弹药销毁这份职业有了更深的理解。“我
们要向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学习，把危险
的岗位干成让党和人民放心的事业。”

军民协同

攻坚克难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
敌。”这是人民战争的第一法则，也是一
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回想疫情暴发初期，武汉采取封城
措施，但武汉人民并非孤军奋战，全国人
民是坚强后盾。人们看到，一路路援兵、
一批批物资、一份份温暖，带着同胞们的
深情，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这座城市集
结。
“当疫情来袭，我们或许不得不在

空间上保持距离，但在心灵上却贴得
更近，迸发出令人震撼的中国力量。”
军队人大代表、陆军某合成团指导员
马和帕丽说，在党中央、习主席坚强领
导下，广大军民同心协力、携手并肩，
展现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的英雄气概，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动
员能力，攻坚克难、决战决胜的顽强意
志。

军队人大代表、联勤保障部队第
985医院军队伤病员管理科主治医师王
健说，这次抗击疫情的伟大实践再次证
明，要打赢战争，一刻也离不开坚如磐石
的军民团结，一刻也离不开军民同心携
手奋战。

（本报北京5月21日电）

左上图：4月5日，在武汉泰康同济

医院，护送一名新冠肺炎治愈患者出院

后，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叶洪江从

院区内的展板前走过返回病房。

本报记者 范显海摄

新时代中国力量的集中展现
—军队代表委员热议抗疫精神

■本报记者 孙兴维

“ 只 有 不 断 挑 战 能 力 极
限，才能胜任各项任务！”军队
人大代表、空军某团飞行大队
长冯玮语气坚定。作为驾驶
运-20 的第一批飞行员，冯玮
和战友们积极探索，取得多项
突破，在每次飞行任务中和
运-20 共同成长，创造了新型
大型运输机接装后一周内实
现首飞、运输机编队参加阅兵

等多个“首次”。
不久前，执行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任务期间，冯玮所在单
位又创造了一项新纪录：执飞
运-20，将医护人员和救援物资
紧急运往武汉。全国人民不会
忘记，2月 13 日 8 时 58 分，第 1
架“鲲鹏”运-20稳稳降落在武
汉天河机场的跑道上。紧接
着，震耳欲聋的发动机轰鸣声
由远及近，5 架运-20、3 架伊
尔-76和 2架运-9军用运输机
展翅而来。这是运-20大型军
用运输机首次参加非战争军事
行动，也是人民空军首次成体

系大规模出动现役大中型运输
机执行紧急空运任务。
“当今时代，安全威胁的

多样性决定了军队完成军事
任务的多样化。突然来临的
危机，考验一个国家的力量，
也检验一支军队的能力。”冯
玮说，疫情防控任务虽然是一
次非战争军事行动，但体现的
是战争速度——进入状态快，
部队集结快，行动展开快。这
次任务的顺利完成，正是我军
近年来实战化训练成果的最
佳体现。

（本报北京5月21日电）

空军某团飞行大队长冯玮代表—

驰援武汉体现我军实战化训练成果
■本报记者 李建文 特约通讯员 刘 书

两会心声

逐 梦 新 时 代

刊头设计/殷欣 吴宗燕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
议开幕前，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
设计师杨长风走进委员通
道。与往年通道旁边人头攒
动的热闹景象不同，今年在他
面前的，只有几台摄像机和巨
大的电子屏幕。借助这些设
备背后的互联网通信“云”技
术，他就能和记者隔空“对话”。

如果用几个高频词概括
今年全国两会，“云”这个字
定能拥有一席之地。事实

上，来自“云端”的新技术
在两会上的应用并非首次。
2018 年起，全国政协建立专
门的委员移动履职平台，委
员们登录后不但能看到及时
更新的信息发布内容，还能
加入各个重要主题的讨论群
随时参与讨论，便于身处全
国各地的政协委员日常履
职。这朵“云”不仅连接全
国两会会场内外，还覆盖金
融、教育、医疗、交通、物
流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会场内外的新变化，令代
表委员们感慨良多。全国人
大代表、海军研究院某研究室
主任曹京宜说：“此次抗疫行
动中，我感受最深的就是科技
的力量，以大数据为代表的高
新技术在疫情防控方面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两会时间”正式开
启，我们期待看到更多新技术
的广泛应用，期待着更多来自
“云端”的好声音。
（本报北京5月21日电）

“云端”飘来好声音
■本报记者 佟欣雨

“云”观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