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排救援机械精细化操作，二排
标定爆炸物线路……”4月 30日，武警
某部训练场上，工兵防化支队三大队
三中队指导员赵贺正组织官兵训练，
忙得满头大汗。

标定现场线路、安装切线器、接通
点火电源……随着一声巨响，数百米
开外，“爆炸物”瞬间引爆。
“这是模拟某国警方 1月 31 日处

置疑似爆炸物的场景，目的是通过一
战一案的方式精准施训。”赵贺点开视
频，与中队骨干一起对比引爆效果，讨
论完善反恐预案。
“借镜观形，未雨绸缪。”赵贺说，

平时把每一个单兵、每一型装备、每一
类作战要素训到位，关键时刻才能冲
得上、拿得下。

研战练战，从不懈怠；冲锋在前，
勇挑重担。曾与赵贺在反恐战场并肩
战斗的老兵告诉记者，从排长到指导
员，赵贺的口头禅就 6个字：“若有战，
我先上。”

说自己做的，做自己说的。赵贺
说，作为一名基层中队指导员，军事

素质、政治工作能力必须齐头并进。
在中队官兵眼里，赵贺说得好，做得
更好——

去年春天，驻地发生森林火灾。
赵贺背着风力灭火器，冲在最前
面，鞋子烧出洞都顾不上更换，手
划破了顾不上包扎，三天两夜没下
火场……

去年夏天，某国际会议安保现
场。赵贺带队执行安检任务，从会议
场馆基础设施到酒店餐厅燃气刀具，
每一处都检查彻底，搜缴违规刀具物
品三大类数十件……

去年 10 月，第七届世界军人运

动会火炬传递，赵贺作为武警部队
第 3 名火炬手，高举火炬，传递圣
火……

奋进新时代，履职新作为。作为
一名“90后”全国人大代表，赵贺去年
奔赴海南、山东、辽宁、吉林等地，针对
官兵关心的一系列热点问题进行深入
调研。两会即将召开，赵贺还在修改
完善关于提高退役军人福利待遇的意
见建议，积极为打通服务官兵的“最后
一公里”献策献力。

左上图：赵贺参加排爆训练。

刘 权摄

全国人大代表、武警某部工兵防化支队三大队三中队指导员赵贺—

若 有 战 ，我 先 上
■本报记者 吴 敏

“若有战，我先上。”这是赵贺的口

头禅，也是中国军人的铮铮誓言。从

抢险救援到战备训练，从边疆反恐一

线到国际大型会议安保，赵贺聚力练

兵备战，肩负能打仗、打胜仗的职责使

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

业绩。

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

行。我们应当像赵贺那样，不断探索

把握现代反恐战争制胜机理，不断锤

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敢于斗争、敢

于胜利的血性胆魄，全面提高新时代

备战打仗能力，坚决捍卫好、守护好人

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吴 敏采访手记

万众一心加油干，越是艰险越
向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向好，经济社会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之际，全国两会即将召开。2020年，
我们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迈出关
键一步。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两
会，将承载更多的期望，擘画更宏伟

的蓝图。
不惧风雨，勇挑重担，追梦人阔

步前行。两会期间，军队代表委员将
忠诚履职尽责，高质量参政议政，为
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贡献智慧力量。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强军路上追梦
人”专栏，讲述军队基层代表委员在
强军路上的追梦故事，展现新时代军
营追梦人的精神风貌。

开 栏 的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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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务委员会 5月 6日召开会议，听取疫情防控工作
中央指导组工作汇报，研究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
体制机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党中央决定向湖北等疫情严重
地区派出指导组，督促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疫情
防控工作各项决策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第一
线工作指导。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各族人
民大力支持下，中央指导组同湖北人民和武汉人
民并肩作战，突出抓好源头防控、患者救治、物资
保障三项重点，下最大气力控制疫情流行，努力
守住全国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展现了中国力
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为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
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当前，境外疫情扩散蔓延势头
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国内个别地区出现聚集性
疫情，新冠肺炎疫情还有很大不确定性。湖北省
疫情防控已由应急性超常规防控向常态化防控
转变，但并不意味着防控措施可以松一松、歇一

歇。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联络组，加强对湖北省
和武汉市疫情防控后续工作指导支持。要继续
指导做好治愈患者康复和心理疏导工作，督促落
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外防输入、内防反弹，要
毫不懈怠抓好各项工作，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决
不能前功尽弃。要协调推动湖北省和武汉市在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推动支持湖北
省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政策落实到位，加快恢复
生产生活正常秩序。

会议要求，及时总结和运用好湖北省和武
汉市疫情防控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围绕暴
露出的问题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理顺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提升疫情监
测预警能力，完善公共卫生应急法律法规，健全
重大疫情、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和救治体系。要
坚持预防为主，创新爱国卫生运动的方式方法，
推进城乡环境整治，完善公共卫生设施，大力开
展健康知识普及，提倡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
活方式。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听取疫情防控工作中央指导组工作汇报 研究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本报讯 记者陈典宏、通讯员陈晓
鹏报道：“东南方向发现多批目标超低空
临近……”日前，南国某地，一场防空演
练打响，第 74集团军某防空旅营指挥员

曹绪勇依托空军提供的实时空情，迅速
指挥部队进行战斗转进。将空军“千里
眼”引入防空指挥信息系统，是该旅提高
战场感知能力的创新探索之一。

该旅领导介绍说，近几年，他们与空
军部队进行联合训练时发现，因空情难
以共享，训练中出现接替防卫不及时、防
守间隙过大等问题，制约了战斗力生
成。为实现作战信息快知、多知，他们与
空军部队积极探索指挥链路融合，通过

空情共享大力提升部队对空侦察能力。
在该旅某导弹营指挥所，参谋人员

依托信息处理系统，综合陆空各级侦察
信息，快速校对侦测目标，并将实时信
息传递给火力单元末端，拓宽了战法运
用的实践空间。据悉，借助空军“千里
眼”，他们深化常态化战备训练，采集多
类作战数据，完善多种战法训法，为进
一步提升联合防空作战能力打下了坚
实基础。

第74集团军某防空旅着力提高战场感知能力

空军“千里眼”嵌入陆军防空指挥链

“做到真解难、解真难”，是中

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持续解决困

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通知》中

的一条明确要求。这启示我们，

为基层减负既要真刀真枪解决难

题，更要实实在在解决复杂棘手

的难题。

形式主义问题根深蒂固，具

有反复性、顽固性。问题硬，态

度必须更硬，决心必须更大，措

施必须更实。船行中流，不进则

退。唯有以“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韧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

劲，较真碰硬、一抓到底，才能啃

下硬骨头，根除顽瘴痼疾。

解决难题关键要把难题找

准，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为

基层减负，就要听真言、察实情，

切实把官兵最关心、基层最关注、

反映最强烈的深层次、实质性问

题找出来，一条一条列入问题清

单、挂账销号。如果心中没底，眉

毛胡子一把抓，就很难抓住主要

矛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开弓没有回头箭，减负正在进行时。把问题找准，把

原因析透，把措施定实，具体到事、具体到人，言必信、行必

果，多杀几个“回马枪”，多来几次“回头看”，就一定能够把

负担减下去、把新风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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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杨永刚、记者邓
东睿报道：4月下旬，火箭军某导弹旅开
赴大漠戈壁，全员全装开展实战化练兵
活动，政治工作干部融入作战流程，同步
练谋略、练指挥、练协同、练操作。连日
来，火箭军各级政治工作干部深入训练
一线，开展练兵备战再动员，引导官兵补
齐训练短板，确保疫情防控和练兵备战
两手抓、两不误。

针对当前防止疫情反弹任务繁重的
实际，火箭军各级政治工作部门深入开

展官兵亲属普遍摸排、减压排忧谈心交
心、思想形势分析、解难题送温暖、备战
打仗动员等活动，持续激发官兵坚决保
持疫情防控成果的政治热情，充分发挥
政治工作生命线作用。

火箭军各级在准确掌握所属人员健
康状况的基础上，对官兵直系亲属确诊、
疑似或隔离医学观察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摸底，摸清防疫防护、住院治疗、生活保
障等方面的困难和需求，做细做实解难
帮困工作。

从白山黑水到南国密林，从大漠戈壁
到东海之滨，火箭军各级通过召开党委会、
常委会、支委会等形式，对疫情防控工作以
及官兵思想情况进行专题研究，既明晰疫
情防控期间的工作重点、具体抓手，又摸清
研透官兵的活思想，制订教育引导、心理疏
导措施。此外，通过电话、视频和当面交流
等方式，火箭军部队上级主官与下级主官、
主要领导与直接部属、干部骨干与班排战
士普遍进行了深入的谈心交心，真正做到
找准问题症结、解开思想扣子。

火箭军疫情防控期间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生命线作用

解难帮困暖兵心 激发热情强信心

蜜4月27日，武警新疆总队机动
第一支队组织极限体能挑战赛。

马爱国摄

蜜4月29日，新疆军区某团组织
战术基础强化训练。

赖呈祥摄

赴汤蹈火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大力支持下，中央指导组同
湖北人民和武汉人民并肩作战，突出抓好源头防控、患者救治、

物资保障三项重点，下最大气力控制疫情流行，努力守住全国疫

情防控第一道防线，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为打

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湖北省疫情防控已由应急性超常规防控向常态化防控转变，
但并不意味着防控措施可以松一松、歇一歇。党中央决定继

续派出联络组，加强对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防控后续工作指

导支持。要继续指导做好治愈患者康复和心理疏导工作，督

促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外防输入、内防反弹，要毫不懈

怠抓好各项工作，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决不能前功尽弃。要协

调推动湖北省和武汉市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推动支持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政策落实到位，加快恢

复生产生活正常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