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评论
2022年1月19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赵威

邮箱：tjrbpl@163.com

锐评

“核酸大筛听指挥，叫到哪栋

哪栋动，没有叫到不要动，动了下

楼白挨冻”“不要贴贴，不要贴贴，

贴贴危险，还是密接”……近日，

一段段“天津相声式喊话核酸检

测”视频火了。

这样的喊话，是天津人抗击

疫情时诸多幽默表达的一种。在

网上流传的视频中，有志愿者打

着快板组织居民做核酸，有大爷

在等待核酸检测时花式抖空竹，

引发人们阵阵欢笑，缓解了紧张

的气氛。而朋友圈里流传的段子

和图片中，“做一碗全绿（菜）码捞

面”“给奥密克戎‘拿拿龙’”等也

让人在会心一笑间，感受到了对

健康平安的祈盼。天津人以乐观

精神“硬刚”奥密克戎，凸显了这

座城市特有的气质。

保持乐观，就拥有了一种特

殊的战斗力。心理学认为，乐观

者会把遇到的问题归结为暂时性

的，所以从不会沉浸在消极等待

中，而是会尽力寻求解决之道。

相信“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

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能让我们

在紧张氛围中始终持有良好心

态，用积极的方法去应对困难，从

而为打赢这场硬仗提供充足的精

神动力。人们的乐观并不是盲目

的，说到底是一种信心的体现。

从抗疫一线到大后方，一道道全

力构筑的牢固防线在保护着市民

的生命健康、保障着人们的日常

生活，这就是战胜疫情的底气。

战胜病毒，需要我们保持乐

观，但如果仅仅把乐观视作是欢

乐的代名词，显然是肤浅的。乐

观，还意味着睿智、勇气、毅力，而

这些不仅是战胜疫情的良方，无

疑也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赢得更

多胜利的密码。疫情终会结束，

但乐观的处事态度不会消失。在

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可能还会遇

到其他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困

难，如果缺少了一股知难而进、逆流而上的精气神是不行的。回首

我们过去取得的发展成果，有哪一个不是在与困难的斗争中取得

的？今天的我们当然更有理由保持乐观、更有底气应对自如。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以一种在困难面前逞英

雄的精气神，一种遇强更强、知难而进的坚韧去面对一切风险挑

战，我们终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锁定目标，埋头苦干，是成事之要。

干成事是“硬道理”。把工作干出成效，尤须一股

埋头苦干的劲头。“政如农功，日夜思之。”农民把心血

和汗水倾注在农事上，躬耕不辍，才能有一个好收成。

朴素的道理，干事创业同样适用。推动发展，从来都不

是一个轻轻松松的过程，从目标制定、规划“路线”，到

落地执行、组织“施工”，到按质按量如期“交工”，各个

环节紧密相扣，需要战胜困难挑战，容不得分心和泄劲。

笃定目标任务，静下心来，专心致志做事，如同农民呵护

幼苗般“日夜思之”，全身心投入和付出，就能把工作做得

更好。

埋头苦干，瞄准的是成事，有专注的态度，也要有攻坚

克难的行动。遇到问题或难题，担起该担的责任，哪怕是

再硬的骨头，也敢于去啃一啃，哪怕是荆棘满路，也要下

定决心闯出一条路来。苦干之中见勇毅，勇毅之下更见

精神、见境界。瞄准“干成事”破题，真正把自己摆进去，

时刻把百姓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想方设法、全力以

赴，这是埋头苦干的价值指向和力量源泉。

常言道，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从来成事者，非

目光短浅之人。埋头苦干，要瞄准当下百姓的“急难愁

盼”，也要善于把问题放到更广阔的空间、更长的时间维

度去考量，系统性谋划。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在这场需要始终保持耐力的长跑中，我们面临着

加快产业转型、新旧动能转换、绿色发展等一系列目标

任务，哪一项都不是孤立的考题。譬如推动绿色发展，

就涉及能源结构优化、传统产业智能化升级、生态治理、

生活方式转变等方方面面。跳出“圈子”去研究问题，跳

出问题去解决问题，干在当下、谋定长远，更能打开思

路，干出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业绩。

好成绩是拼出来的、干出来的。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

为任何干扰所惑，始终保持一股冲天干劲，保持“钉钉子”的

韧劲，终将能干出一番事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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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高质量 以稳更好地求进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锚定目标方向，保持战略定力，以稳更好地求进，
以进更好地促稳，对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和延续“十四五”良好开局势头意义重大。

对话人：
丛 屹 天津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李 娜 本报评论员

视线

干成事是“硬道理”
──“干”字当头、“实”字为要②

■ 金之平

比登天还难？努力了就不难
■ 闫丽

知与行

■ 张玥

2022年伊始，“正在浩瀚太空‘出差’”的三名航天

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为北京、香港、澳门地区的

学生送上一份特殊的新年礼物——“天宫对话”。这是

一场以“青春”“梦想”“奋斗”为关键词的互动，也是一

场直击心灵的交流，不仅点燃了青年对天空的探索热

情，也在他们心中埋下梦想的种子，激励他们敢于有

梦、勇于追梦。

人们常用“比登天还难”形容做某件事的困难。但航天

员们成功实现“比登天还难”的目标，这是一种怎样的感

受？叶光富给出了答案：“从学生成为飞行员，到入选航

天员，再到执行飞行任务这三级跳中的每一跳都不可能

轻松实现，每个人都不可能一步登天。”“就像幼苗要破

土而出之前，一定经历了一个漫长寒冬的积蓄和积累。”

今天，当“佛系”“躺平”成为某些青年人的心态，成功

“登天”的航天员们以亲身经历告诉他们，面对竞争、面

对困难，要静得下心、沉得住气，练好本领，一步一个脚印

朝着梦想前进。

“静下心、沉住气”是一句老话，提醒人们遇事沉着冷

静、切勿急躁。在追梦路上，我们也需要这样一种坚定和执

著。行色匆匆中，有人陷于焦虑，患得患失；有人迷茫前路，

甘于“躺平”；有人只看重结果，忽视了过程，眼高手低……

很大原因在于静不下心、沉不住气。所谓沉住气才能成大

器，要想登高望远、办成大事，就得涵养那么一股沉稳气

质。“稳住心态，把每一枪打好，才能笑到最后”，2021年东

京奥运会中国首金获得者杨倩，在两项比赛中都在最后时

刻反超对手，让人看到这个“00后”的沉稳、自信和果决。

保持用心专注的坚韧，不断积蓄向上的力量，有了这种心态

和境界，何愁不能挺过风雨、实现梦想？

稳健的心态不是天生的，是由无数汗水和努力锻造出

来的。漫漫追梦路绝非一片坦途，必然有坎坷和挫折，唯有

多锤炼、多摔打，能吃苦、肯拼搏，练就一身本领，保持在线

状态，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奋斗是最朴素的“成功学”，是迈

向目标的最可靠阶梯。把简单的事情做细，将重复的事情

做精，守正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激发热情、超越自我，我们

收获的不仅仅是他人的褒奖，更是“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

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的饱满人生。

有位航天人说得好，“航天人的梦想很近，抬头就能

看到；航天人的梦想也很远，需要长久跋涉才能达到。”

胸怀大志、脚踏实地，是航天事业发展带给我们每个人

的启示。生逢大有可为的时代，只要我们葆有沉静之

心，积蓄奋进之力，一颗颗梦想的种子一定会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

众志成城，同心抗疫，一幕幕动人的情

景，展现了天津人的乐观豁达、勇气信心。以

一种困难面前逞英雄的精气神面对疫情大

考，我们一定能逾越寒冬，迎来明媚的春天。

图①：和平区民园广场核酸采样现场，一
名志愿者冒着凛冽的寒风，用大提琴演奏出

动人乐曲，鼓舞士气。

图②：一位小朋友为核酸采样现场的医
护人员点赞。

治理“水军”要打到“七寸”

■ 朱绍岳

某古装新剧还未上映，“观后感”就贴到了网上；某演员在

一部新剧中尚未露面，对其在剧中演技的点评就已充斥各大

论坛。一条短评15元，一条“想看、想听”的标注2元，点赞、

投票都可买到……从微博到影视评分网站，再到短视频App，

几乎都能看见网络“水军”的身影。前不久，中央网信办部署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打击流量造假、黑公

关、网络水军”专项行动。

网络苦“水军”久矣。通过“养号刷分”“评论注水”等方式，

给电影、电视剧等进行“粉饰”或“抹黑”，影响正常口碑，或为自

己的偶像制造虚假数据、炒作知名度，这些乱象在不同程度上

干扰了人们对作品的认知，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

给影视作品“打分”，是体现观众口碑的最直观形式。信息

时代，众多影视评分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为观众观影、观剧避

免“踩坑”“踩雷”提供了有益参考。但一些注水的“点评”混淆

了视听，淹没的是普通观众的正常发声。

造成这一现象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网络平台难辞其

咎。网络水军的“人海战术”之所以能够奏效，关键就在于，

平台方往往采用“评价数量”这一过于简单和直接的算法推

荐方式，让网络水军有了可乘之机，“谁的人多、谁的嗓门

大，谁的作品打分就高”。平台方是跟帖评论的“把关人”，

水军的存在，说明平台的运行和管理机制存在漏洞。

水军之所以成“势”，背后往往有一个链条。据相关新闻报

道，一些所谓“网络推广公司”，把微信刷阅读量、微博刷话题

榜、微博加粉、电影刷分、视频网站刷观看量、直播平台加粉等，

都纳入其“业务范围”。一些影视机构出于营销推广的需要，也

会雇佣“水军”、购买虚假评论，助长此类不良风气。治理网络

水军，彻底铲除水军滋生的土壤和相关产业链、利益链是关键。

俗话说“打蛇打七寸”，多措并举、精准治理、久久为功，从

源头、交易链条等多方面着手，有效打击网络水军，不断压缩其

生存空间，才能让网络环境更加风清气正。

■ 王雪妍

帮小区居民更换自来水管道，社区网格员一天入户十

余次、楼上楼下跑十几趟，不厌其烦地和居民沟通协商；得

知企业运送物资存在难题，公安交管部门贴心地帮企业规

划送货路线，还特意延长了车辆通行时间……“耐烦”，表面

看是态度问题，实质上折射的是党员干部的为民情怀。

群众关切的事，有的比较琐碎，有的纷繁复杂，处理起

来难度不小，但困难也是一种考验，谁能把工作做细做实，

谁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从长远来看，修炼“耐烦”

心态，也是在为后面的工作打基础、做潜功，只有对每件事

都认真用心、精益求精，时间长了，工作经验丰富，能力素质

过硬，事情处理起来才会更加得心应手。

对群众有耐心，关键是要以百姓心为心。多和群众唠

家常、话大事小情，多从群众视角想问题，才能更好地找准

群众的“急难愁盼”。想方设法帮群众解决问题，服务决不

能走过场，即使遇到麻烦事，也能耐心搞清楚事情原委、虚

心倾听不同的意见建议，走实又走心，把事情办到群众的心

坎里。

修炼“耐烦”心态，要靠实践磨砺。及早发现问题是前

提，勤于动脑思考问题、善于解决问题才是耐得住烦的关

键。常言道，不是地下没有水，而是井打得不够深。遇到新

情况、新问题，倘若一味地跟着感觉走，让经验蒙蔽了双眼，

就容易流于形式，难以落实落细。只有耐得住烦，才会深入

思考分析问题，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耐烦”是一种真担当。修炼“耐烦”心态，有了敬民爱

民之心，就不怕事情繁琐，就能够全身心投入到为民办好

事、办实事中去，干出实实在在的成效。

修炼“耐烦”心态

李娜：经济稳，人心稳、大局稳。越是面对风险挑
战，越要从容不迫，保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
沉稳和耐心，这是一种发展的智慧，更是对时与势的深
刻把握。

丛屹：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对做好今年经济社

会发展各项工作尤为重要，这是源于对经济形势的深入

分析和科学研判。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紧缩、供

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有效应对，稳住是一个基础

和底线。“稳”是有针对性的，问题意识非常清晰。同时，

“稳”强调战略定力，不能把长期目标短期化，不能把持久

战打成突击战，要朝着既定目标稳步推进。在实现高质

量发展过程中，像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换、实现“双碳”

目标等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要保持足够的沉稳和耐

心，把握好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的时度效，力求稳扎稳

打，行稳致远。

李娜：稳不是缓一缓、等一等，而是要在高质量发展
道路上行稳致远。做到这个“稳”，就要坚定不移做好自
己的事，把稳增长、调结构、推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坚持问
题导向，扭住稳的关键点，提升进的韧性、夯实进的根基。

丛屹：我们说的稳，不是被动的稳，不是因循守旧、抱

残守缺，而是要看到规律、运用规律，主动调整、主动谋

划。譬如在绿色发展上，淘汰落后产能是必然选择，短期

内可能会有利益损失，长远来看是真正地求发展。西青

区王稳庄镇的绿色转型就是一个鲜活例证：过去是饱受

工业污染困扰的“钉子小镇”，环境恶化、发展受阻，痛下

决心改革，大刀阔斧治理“散乱污”，引导企业转型升级，

如今尽享绿色发展红利，产业吸附能力增强、人居环境稳

步提升，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效益双赢。发展之稳，要多

打大算盘、算大账，想要稳得住，就要统筹当下和长远，主

动去解决问题。减税降费惠企纾困，做大做强优势产业，

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等，都是稳的内容。

稳是全面的，补短板也好，拉长板也好，核心在于锚定高

质量这个目标方向，针对问题有效推进。

李娜：稳是基础，进是目的。稳中求进的根本点在于
稳定大局、不断进取，以更全面的“稳”，保障更高质量的
“进”。在您看来，巩固拓展高质量发展态势，我们该如何
找准“进”的切入口，在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丛屹：把握住发展的内涵要义，以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就是“进”的方向。而“进”的切入口和当前问题的

内在解决是一致的。比如创新发展，注重解决的是发展动

力问题；绿色发展，注重解决的是人与自然和谐问题等。把

新发展理念完整、准确、全面贯穿到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

域，不断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是“进”的内在逻辑和方向

指引。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在自主创新原始创新上

着力而为，加快培育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等，都是对稳中求

进的具体落实。

李娜：以稳求进、以进固稳，抓好任何一项工作的落实、
落地，都要以志在万里、敢为人先的精神主动谋划，在创新上
下功夫。

丛屹：改革创新是根本动力。目标任务清晰，更要善于

抢抓机遇，大胆闯、大胆试，敢于以自我革命的精神，着力破

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以优化营商环境为例，

它的本质就是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创新。我市推出“一制三

化”改革，从承诺制、标准化、智能化、便利化等方面入手，持

续瞄准审批更少、流程更简、效率更高等方向努力，在实践中

不断优化升级服务，取得扎实成效。创新的依据是需求。为

“稳”和“进”创设条件，将“一制三化”这类举措继续向深处推

进，就要做好调查研究，深入问题的现实场景和环境中去寻

找解题之道，以勇气、魄力去改革创新。

段玮 摄

吴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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