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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谈

某次海训，一群士兵在手擎军旗

的排头兵引领下奋力前行。

前进有方向，脚下才能有力量。

没有目标的生活，恰如没有罗盘的航

行。长久随波逐流，便会沉陷于无

望、萎靡、颓丧的境地之中。

无目标的努力，有如在黑暗中远

征。唯有找准目标，对准航向，才能

迸发出一往无前的磅礴力量，在人生

旅途中披荆斩棘、锐意进取，干出一

番事业。

擎旗奔跑—

前进有方向，脚下才有力量
■余海洋/摄影 慕佩洲/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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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更加珍惜当下拥有，才
能为未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基
础。更知珍惜，就要更加努力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疫情防

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疫情防控

的日子令人难忘，也使我们有了更多思

考和感悟。当解除隔离走到户外时，很

多人感慨脚踩大地、头顶蓝天的感觉真

好，曾经熟悉的景致如今看来也明艳了

许多，就连街道旁的熙攘嘈杂都变得格

外亲切。其实，一切都还是往常的模样，

只是经历了疫情，人们看事物的心境变

了，更加懂得了珍惜。

很多时候，人们常常忽视所拥有的，

认为稀松平常、唾手可得。经历抗疫才

深切感到，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永恒拥

有的。不久前，一位接援鄂医疗队返程

的机长在广播中说：此生无悔入华夏。

短短 7个字，道出了无数中国人的心

声。回望抗疫斗争经历，9天时间全国

口罩日产能增加了近2倍，10天时间火

神山医院拔地而起投入使用，12天时间

一座万吨级熔喷布生产厂建成投产……

中国之所以能屡屡创造奇迹，离不开集

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制度优势；“白衣天

使”义无反顾奋战一线，人民子弟兵闻令

而动誓死不退，基层工作者不辞劳苦忠

于职守……中国之所以能攻坚克难砥砺

前行，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守望相助同舟

共济。中国疫情防控阻击战让世界再一

次看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

率，人们为身处这个充满希望的国度而

感到荣幸，也更加珍惜国家的发展进步，

因为没有强大的祖国作后盾，就没有我

们安宁祥和的生活。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

节奏，当丰富多彩的日子因为居家隔离

变得枯燥单一，当后会有期的亲友因为

疫魔侵袭可能生死相隔，当琳琅满目的

商品因为停工停产暂时不再齐全……人

们才更真切地体会到生活的变化莫测。

经历抗疫，人们更加珍惜日常生活的点

滴，更加珍惜亲友相聚的时光，更加珍惜

重返岗位的机会。一场疫情，也让人们

充分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性。身体健康是

实现梦想的基础，拥有健康才能更好地

做事。习主席说，人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都离不开健康。懂得珍惜健

康身体，才能创造无限可能，才能不辜负

那些在疫情防控斗争中为我们拼过命的

抗疫一线工作者。因为失去过所以更明

白拥有的意义，因为经历过所以更懂得

拥有的珍贵。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现在的珍惜不

仅是对过去的补偿，也是对未来美好生

活的铺垫。人的一生都在不断地失去

和拥有，其中大多数的东西是一去不复

返的，比如青春、生命、机遇等。当失去

时，与其自怨自艾，后悔当初的不珍惜，

怀念那些不可复得的，不如珍惜当下拥

有的，积极奋斗，拼搏出别样的精彩人

生。从某种角度讲，这也是对过去的不

珍惜作了最大限度弥补。世界是由矛

盾构成的，如果一个人总盯着矛盾困难

而犹豫徘徊，或沉浸在失去中而懊恼悔

恨，就会错失机遇，那么当下拥有的也

会因再次的忽略漠视而悄然流逝，让自

己在不断叹息中浪费时光。日月既往，

不可复追。就像有位诗人所说，“不要

老叹息过去，它是不再回来的；要明智

地改善现在。要以不忧不惧的坚决意

志投入扑朔迷离的未来”，唯有更加珍

惜当下拥有，才能为未来的美好生活打

下坚实基础。

更知珍惜，就要反映在追求上。珍

惜拥有并不是让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而是立足眼前，追求高远。古往今来无

数事实表明，不懂得珍惜，是不会有高尚

追求的。那些不懂珍惜的人们或沉迷于

享乐，或庸碌度日，虚度大好年华。相

反，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把幸福建

立在奋斗基础之上，才能拥有更加精彩

的人生。更知珍惜，就要更加努力，“一

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力就发展

得越快”。懂得珍惜，就应树立高远目

标，保持高尚追求，在努力提升自我的基

础上提高拥有的质量。

更知珍惜，就要落实到行动上。马

克思说，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

要。一个真正懂得珍惜的人，绝不会夸

夸其谈，而是见诸行动中的努力。靠着

国家给予的助学金读大学的林俊德，十

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不论寒

暑，他始终不懈地刻苦学习，心无旁骛地

汲取知识，为献身国防事业打下了厚实

的知识基础。为者常成，行者常至。所

有的珍惜都需要落到实实在在的行动

中，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用行动体

现珍惜的价值和意义。

更知珍惜，就要体现在恒心上。珍

惜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需要长期

坚守的品质。为了所珍惜的付出恒久努

力，这种珍惜才弥足珍贵。作为新时代

革命军人，有幸生逢伟大时代，更应常怀

珍惜之心，把它倾注于本职岗位，专心致

志、精益求精地做事，全身心投入，种好

自己的“责任田”，提高能力素质，积累工

作经验，立足岗位成才。珍惜每一次重

大任务，把高标准完成工作任务当成锻

炼提高自己的机会，特别是在遭遇艰难

困苦时，更要咬紧牙关攻坚克难，做到

“千磨万击还坚劲”，乐于吃苦，勇于付

出，磨砺顽强意志，锤炼过硬本领，努力

做到堪当大任，不负伟大时代。

经历抗疫，更知珍惜
■苗盼桃

●谈心之要在用诚心、怀爱心、
有耐心，谈心之法在晓事理、用技
巧、善倾听，谈心之机在闲暇时、关
键时、困难时

“知人要知心，带兵要带心”。经常
与部属谈心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是
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看家法宝”，也是
一门政治性、艺术性、实践性都很强的
学问。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称
谈心为“最细致入微的宣传鼓动形
式”。新形势下，运用好谈心传统方
法，做好凝聚军心、提振信心工作，是
带兵人需要具备的基本功。

谈心之要在用诚心、怀爱心、有耐
心。“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作为带兵
人，应带着真诚和信任与部属谈心，放
下架子，摆正位置，真心诚意，平等交
流，使官兵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形成
用真情换信任、以真心换共鸣的效果。
应本着关心同志、维护团结、解决思想
和实际问题的原则，换位思考，与人为
善，急对方所急，想对方所想，鼓励为
主，达到凝聚人心、促进工作的目的。
应坚持循循善诱，注重“细水长流”
“润物无声”，不求“疾风暴雨”“一劳
永逸”，真正让官兵发自内心地信服与
接受。

谈心之法在晓事理、用技巧、善倾
听。以其昏昏，难使人昭昭。作为带兵
人，平时当注重知识积累，不仅要有理
论水平、专业素质，而且要懂得政策法
规，做到人情练达，善把思想脉搏。扣
住官兵思想症结做工作，晓之以理，动
之以情，明之以道，做到以理服人、以
情感人。谈心可不拘泥于形式，选择好
时机，把握好分寸，因势利导，因地制
宜，先轻后重，由远及近，进退自如，
迂回达到目的。还要学会倾听，让官兵
打开思想“闸门”，倾听官兵真实心声，
这样才能谈得深、摸得透、切得准。

谈心之机在闲暇时、关键时、困难
时。做饭烧菜看火候，谈心成功在时
机。谈早了条件不成熟，达不到预期目
的；谈晚了时过境迁，会失去工作主
动。抓住时机，营造宽松融洽氛围，茶
余饭后可闲聊，工作间隙可沟通，遇到
事情及时谈，在不着痕迹中产生效果。
注重盯住关键环节，做到官兵有较多意
见时必谈、工作出现偏差时必谈、个人
意愿未达成时必谈、家庭遭遇重大变故
时必谈、意志消沉时必谈。注重及时解
难帮困，积极主动、力所能及地解决好
官兵的实际问题，消除官兵的所忧所
虑，如此更能让官兵理顺情绪、振奋精
神，心无旁骛地投入工作。

用好谈心的
带兵方法

■张吉蒙

●强军征途上，军人更应弘扬
劳动精神，为国家安全稳定筑起坚
实屏障

4月 30日，习主席给郑州圆方集团
全体职工回信，勉励广大劳动群众弘扬
劳动精神，克服艰难险阻，在平凡岗位
上续写不平凡的故事。劳动是人类最
基本的实践方式，任何理想的实现都离
不开劳动精神的支撑，它是民族复兴、
国家富强的不竭源泉。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兴。社
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一代代劳
动者前赴后继、拼搏奉献，为国家和人民
创造财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劳动精神，
留下了一串串光辉足迹。为摘掉石油工
业落后的帽子，王进喜用生命践行“宁可
少活 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誓
言；为铸就国防盾牌，林俊德院士扎根大

漠50余载，把全部青春献给了祖国的核
事业；上世纪 50年代，为将迁址西安的
交通大学建设成祖国西部的科技高地，
交大西迁人“打起背包就出发”，扎根大
西北创业……正是这千千万万的劳动
者，在各自岗位上埋头苦干、默默奉献，
才汇聚起建设强大祖国的磅礴力量。

军人作为一个特殊的劳动群体，虽
然不生产谷物，但是生产和平与安全。
强军征途上，军人更应弘扬劳动精神，
为国家安全稳定筑起坚实屏障。

弘扬劳动精神，是军人义不容辞的
责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
之”。作为和平与安全的生产者，革命
军人始终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安
全紧密相连。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先烈
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抛头颅、洒热
血。无数可歌可泣事迹的背后，是军人
用生命在奉献，“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就
是他们最感欣慰的劳动成果。和平时
期，为了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
安全，军人同样辛勤耕耘着。洪水肆虐
时，人民子弟兵以身作桥，解救百姓；汶

川地震中，15勇士纵身一跳，为灾区人
民带去希望；抗疫斗争中，军队支援湖
北医疗队除夕夜驰援武汉，同病魔赛
跑，奋力挽救患者生命……作为新时代
革命军人，弘扬劳动精神就要始终胸怀
国家和人民利益，勇于攻坚克难、积极
担当作为，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
定前行，用奋斗把美好蓝图变成现实。

练兵备战需要劳动精神。“守不忘
战，将之任也；训练有备，兵之事也”。战
场打赢是军人的终极目标。实现终极目
标，需要积极倡导劳动精神，保持为了打
赢一无所惜、除了胜利一无所求的奋斗
姿态。当前，强军号角催人奋进。在实
现中国梦强军梦的征途上，我们还有许
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一切消
极等待、不愿继续开拓前行的想法都要
不得。弘扬劳动精神，就是要不畏艰险、
逆流而上，以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时不我
待的紧迫感，刻苦钻研军事技能，锻造过
硬军事本领，以辛勤的劳动成果，为实现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
一流军队贡献力量。

让劳动精神融入强军血脉
■冯 程

看新闻说修养

织布机上的梭子脱线“跑”起来，
看似在机器上高速运转，实则空耗能
量而不出产品，属于无效作业。机关
指导基层，若空转空耗，看起来很忙，
实则如“跑空梭”，难有实效。

现实中不乏这样一些现象：有的
到基层调研，找官兵谈来谈去，课题
压茬搞，“问题封条”却始终未解封；
有的工作中文件签来签去、事情议来
议去，问题最终还是从哪里来回哪里
去。诸如此类“跑空梭”现象，看似
“只争朝夕”，却往往劳而无功，机关
干部觉得很忙，基层官兵跟着受累，
折腾来折腾去，工作仍在原地打转。

机关帮带基层，归根结底是要解
决问题。领导常对机关说，“请给我
结果”；机关也常讲，“这忙那忙，解决
不了实际问题，就是瞎忙”。所以，干
工作应基于效果抓落实，既要敢担
当，也要会担当，要担当而有为，做到
忙而有效，“劳苦”还要“功高”，不能
辛辛苦苦却落入形式主义窠臼。

但有耕耘，当问收获。当前，全
军上下正在以紧张快干状态贯彻落
实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精神。机
关干部应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扎扎
实实、踏踏实实、老老实实种好“责任
田”，用实干结出实果。

干工作莫要“跑空梭”
■武警河南总队 刘奇山 姜天波

有一种社会心理效应叫“罗森塔
尔效应”。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等
人通过实验发现，当老师对某些学生
寄予一定期望，并对他们施以更多激
励行为时，学生就会对老师作出积极
反馈，学习成绩和日常表现就会朝着
老师期待的方向发展。这种反馈又会
激起老师更大的工作热情，使其维持
原有期望，促进了教与学的共同提高。
“罗森塔尔效应”彰显的是一种

因果关系，形成的是一种良性循环。
它表明赞美、期待、鼓励等行为所激
发的能量是巨大的，收到的成效也是
明显的。

部队工作中，各级领导尤其是一

线带兵人，也应善用“罗森塔尔效
应”，使其成为干好工作的“催化剂”、
战士成长进步的“助推器”。如今的
战士思维活跃、个性鲜明，但有的也
存在心理承受能力差等问题，作为带
兵人，教育管理士兵应坚持宽严相
济，对他们的缺点不足和言行偏差不
能视而不见、放任不管，在批评教育
的同时，应着眼解决问题，以正面引
导为主，多采取表扬、鼓励等积极手
段，既要帮助他们正视自身存在的问
题，也要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潜力和
优长，使他们真切感受到组织的关
怀，及时认识缺点、克服不足、增强动
力、改进工作，取得更大成绩。

善用“罗森塔尔效应”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 刘振宁

年前，一位在医院工作的亲戚来

家里串门，带来一包口罩，没想到管了

大用。疫情正紧张时，戴上口罩下楼

办事，让人感到壮胆暖心。

由此想到曾成为网上热搜的诗

句：“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

乡”。这句印在日本捐赠中国口罩等

防疫物资包装箱上的诗，出自王昌龄

的《送柴侍御》。尽管相隔两地，却能

感受到头顶一方云雨、共赏一轮明月，

只要心的距离够近，还在乎你在此地

还是他乡？诗句表达的，是对朋友的

真情厚爱。患难见真情，投桃以报

李。当世界疫情肆虐之时，中国为多

个国家紧急筹措医用口罩、防护服、呼

吸机等防护救治物资，还向疫情严重

国派出专家组。这些彼此间的真诚往

来，传递着人类命运与共、共克时艰的

理念。

小小口罩，竟承载着如此重要的

意义。可在100多年前，口罩还是个

稀罕物件。1910年冬，东北暴发鼠

疫，哈尔滨疫情尤为严重。紧急关

头，朝廷想起了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

的伍连德博士，任命他为东三省防鼠

疫全权总医官。伍连德不负众望，很

快发现该鼠疫不是以往由鼠蚤传人

的腺鼠疫，而是通过飞沫人传人的肺

鼠疫，因此他提出封锁疫区、隔离人

群、戴口罩等一整套防控措施，还亲

手设计了一款“伍氏口罩”，仅用67天

就控制了鼠疫流行。可一同派来的

法国专家梅斯尼傲慢固执，哪里看得

起中国医生，不仅不认同伍连德的防

疫措施，还坚决不戴口罩。不幸的

是，几天后他就感染上鼠疫，过早地

为自己的傲慢丢掉了性命。看来，傲

慢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冬末春初，因防疫急需，全国口罩

生产迅即扩能，一些服装、食品、汽车、

电缆甚至航天企业也加入口罩生产行

列，使日产N95口罩从开始时不足20

万只达到160万只，普通口罩达到1亿

只，不仅很快满足了国内需求，还开始

向世界提供援助。别小看这口罩生

产，产业链关联诸多环节，涉及数百项

产品，哪一个环节不畅，都会影响生产

效率。没有中央“一张图”、全国“一盘

棋”，市场需求再急，也只能心有余而

力不足。

“少出门、不聚集、戴口罩、勤洗

手”，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以一种特

殊的方式让我们更加崇尚科学。大家

看到，抗疫不仅需要专业技术力量，更

需要提高全民科学素养，培养健康文

明的生活方式。最近，为预防传染性

疾病的传播，有人提出用餐使用公筷、

公勺的倡议。除此之外，全国人大常

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禁止非法野生动

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决定。倡议

也好、决定也罢，呼吁的不仅是改进就

餐习惯，更是观念上的更新。面对大

自然的一次次惩罚，人类真的需要堵

一堵滥食的嘴，多一点对大自然的爱。

前段时间，“共情伤害”这一名词

在网上热传，说的是当一个人长期关

注灾难信息，同情心导致的代入感会

伤害心理健康，从而变得抑郁、焦虑、

愤怒甚至精神崩溃。从报纸上还看到

一位美国作家的论断，认为大规模的

传染性流行病，不仅是一个医学事件，

也是一个文学事件、道德事件。这些

都说明，严重疫情不仅会带来公共卫

生危机，还可能引发心理危机、道德危

机，加剧群体心理敏感，催生非理性过

激反应；抗疫，不仅在社会中进行，也

在每个人的内心里进行。心理的冲击

需要心理援助，多一点亲友般的问候，

建立起经常性沟通，戴好“心理口罩”，

保持健康心态，从而让社会充满春天

般温暖，而不是变得灰色、滋生戾气甚

至产生隔膜。

方寸之间，自有乾坤。三片纱布，

两条挂绳，一根曲直自如的铝塑条，组

合到一起就有了心思。尤其是中间一

层熔喷无纺布，堪称口罩的“心脏”。

正是这个通透的芯，使它懂得了该挡

住什么、透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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