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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底线思维是从最坏处作打算袁努力向预定目标发展的思维方法遥 它具有科学预见性尧主观

能动性尧辩证性等特性遥底线思维的理论逻辑包括五个方面:即实事求是是底线思维活的灵魂曰掌
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底线思维的核心要义曰忧患意识是底线思维的本质特点曰两
手准备是底线思维的重要抓手曰以人民为中心是底线思维的价值尺度遥 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加强科
学理论素养尧增强战略定力尧提高制度执行力尧敢于善于斗争袁不断增强践行底线思维的本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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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线思维是科学思维体系中的一种思维方法袁运用底线思维有利于防范危机和风险袁有利于更
好地处理当前与长远尧个人与集体尧国内与国际等各方面之间的关系袁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
性化危为机尧化险为夷袁有利于更好地进行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斗争遥
一尧底线思维的本质特性
底线在叶现代汉语词典曳中的解释即野足球尧篮球尧排球尧羽毛球等运动场地两端的界线曰指最低
的条件曰最低的限度冶咱1暂遥 在叶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曳中野底线冶即网球比赛场地两端的线曰棒球跑道
的边界咱2暂遥 在运动场上若球越出边界袁则把球踢出界线的球队将失分或交换发球权袁这让球队处于
被动和不利局面袁甚至出现败局曰要赢得主动和胜利袁就要把球控制在界线内遥 因此袁底线在现实生
活中引申为不可触碰尧践踏尧逾越的限制线尧约束线袁又称野红线冶野警戒线冶野高压线冶等遥
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袁底线是量变质变规律中量变向质变转化的边界线袁事物量变突破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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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袁事物的性质会发生根本变化遥 底线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提供了正确的准则遥 现实生活中的法律底
线尧道德底线尧官德底线等都是不能逾越的边界线袁否则事情就变得从可以接受到不能接受遥 在伦理
学上袁底线是从善良向罪恶转化的最后屏障袁越过底线这个临界点袁主体行为从高尚转为卑下袁从善
转为恶遥 野从社会运行机制上看袁底线就是个体尧组织尧社会有序运行的坚固阵地袁阵地一旦失守袁个
人失语尧组织失范尧社会失序的现象就会涌现袁久而久之袁就会导致颠覆性和毁灭性结果遥 冶咱3暂

底线思维是野客观地设定最低目标袁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冶咱4暂的科学思维方式遥 底线思维是辩

证客观地思考底线在哪里袁突破底线的可能风险和挑战有哪些袁出现的最坏情况是什么袁应对突破底
线的策略有哪些曰如何防患于未然曰如何化险为夷尧转危为安袁化不利为有利曰如何坚定信心袁掌握主
动袁实现最高目标等遥底线思维不仅仅是被动守住底线袁还要主动作为袁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不断实现
更多的利益袁掌握战略主动权遥 底线思维具有三个方面的特性遥
渊一冤科学预见性
底线思维是一种科学的战略预见袁必须未雨绸缪袁提前做好应对风险和危机的对策遥 科学预见
就是对宏观事物发展趋势的认识和判断遥 要实现预见事物的发展趋势袁首先要立足现实袁见微知著袁
从现实研判未来遥现实是事物发展各种矛盾斗争的结果袁是已经实现了的可能性遥可能性是野现存事
物发展过程中的由其现实的矛盾决定的发展前途和趋势冶咱5暂袁因此在现阶段或者不远的将来可以转

化为现实遥 其次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遥 现象是杂乱无章尧片面尧表面的东西曰事物的本质是隐藏在现
象中的遥 我们经过提炼改造加工现实的感性材料袁从而真正认识事物的必然性袁认识事物的内在规
律袁增加对事物未来发展趋势的认识遥 再次袁从因果联系先后相继的连续性和渐进性关系上来增强
预见性遥 由于事物发展本身具有连续性袁我们通过分析事物已往的历史和现在的状态可预见事物未
来的走向遥事物的过去和现状中内涵着事物发展的规律袁也预示着事物发展的未来趋势遥最后袁科学
预见事物的发展趋势还要分析事物的主要矛盾以及主要矛盾两个方面的关系遥 矛盾对立着的双方
的相互之间关系决定事物的性质袁预示着事物未来的发展前途和趋势遥 科学预见的事物既有不确定
性也有确定性袁既有有限性也有无限性袁科学预见有利于防患于未然袁增强忧患意识遥 事物发展有多
种可能性袁但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种袁即有利和不利袁好和坏的可能遥 趋利避害袁克服不利条件袁努力
争取有利条件袁向最高目标迈进的过程是底线思维的题中应有之意遥
渊二冤主观能动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由客观规律支配袁 但人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发挥自身的主观能
动性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遥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遥底线思维
充分尊重客观规律袁但不消极守成袁而是积极追求最大期望值遥 追求最大期望值的过程就是在底线
之上的巨大空间中充分发挥主动性尧创造性来实现目标的过程遥 在人口众多尧地域面积广大尧地形复
杂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袁 我们考虑问题需要从我国的具体国情
出发袁从最坏情况出发袁预测事物发展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以及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袁多做几
种准备袁避免意外情况发生时手忙脚乱或被动挨打遥 要守住底线还要力攀高线袁要防范风险还要步步
为营创新条件实现最高利益袁从而处于主动和优势地位遥运用底线思维实现化险为夷尧转危为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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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遥 事物发展从好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需要多方面条件袁如内因和外因尧主
要因素和次要因素等遥 我们需要找到支撑事物向好坏两种可能性发展的内外因素和条件袁弱化坏的可
能性的内外因素和条件袁并且加强好的可能性的内外因素和条件袁促进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遥 这个实
现由坏向好尧转危为安尧化险为夷的转化过程袁即守底线迈野高线冶尧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遥
渊三冤辩证性
要守住底线袁迈向最高目标袁首先要明确底线的性质遥 底线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袁具有辩证
性袁需要因时因势而定遥 坚守底线是绝对的尧无条件的袁但确定底线要依据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袁分析
此时此地的历史背景尧现实状况袁要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遥 首先袁底线是随着风险的变化而变
化遥 主体认识到新的风险就要划定新的底线遥 也有可能对风险的估计过高而划定了不必要的底线袁这
种底线需要及时纠正袁以促进实践的发展遥 其次袁底线随着主体的实践能力的提高而变化遥 有些风险以
前不能抵御袁随着主体实践能力的提高袁现在可以控制了遥 有些风险袁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袁成了新的
风险点袁如核问题尧网络平台的道德伦理和法律规范问题尧生物安全问题等凸显出来遥 主体应根据风险
点的不同而调整底线遥 再次袁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而调整底线遥 底线思维应用在双方或多方利益竞争
中时袁随着双方力量的增减尧位置的变化尧资源禀赋的变化等袁风险点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袁底线也需要
随之不断调整遥 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袁辩证看待底线的变化袁准确确定底线遥
二尧底线思维的理论逻辑
底线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中国实践的具体运用尧发展和创新遥 野底线思维的功能在

于安全阀尧制动器和保险杠冶咱6暂遥 探索底线思维的理论逻辑有利于加深对底线思维的理解袁有利于更
好地防范风险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平稳前行遥
渊一冤实事求是是底线思维活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实事求是遥 坚持实事求是要不断认识新鲜事物袁创造新鲜事物袁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遥 野坚持实事求是袁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来制
定和形成指导实践发展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袁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遥 冶咱7暂中国共产党加
强对客观事物的深入了解袁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袁虚心向人民请教袁倾听人民心声袁总结概括

人民经验袁获得真理性的认识袁制定出符合人民意愿的正确方针政策遥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要克服本本
主义尧教条主义尧经验主义尧主观主义袁不搞形式主义尧个人主义袁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袁了解客观事
物的真实情况袁努力使我们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相一致袁使主观与客观实现历史的尧具体的统一遥
运用底线思维防控危机和风险必须对危机源头作系统周密的调查和研究袁对危机传播的现状
作系统周密的调查和研究袁遵循风险防控客观规律袁找到遏制危机蔓延的关键因素袁探索出防控危
机的有效方法和途径遥 因此袁实事求是是底线思维活的灵魂遥 运用底线思维做好危机防范要坚持实
事求是遥 一是利用信息化技术袁摸清风险源及其行踪定位袁精准追踪风险携带者袁尽早尽快全面发现
风险点遥 二是不同地区实施差异化防控策略袁对低风险尧中风险尧高风险实施不同的风险防控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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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措施袁做到精准防控遥
渊二冤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底线思维的核心要义
运用底线思维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解决矛盾的过程袁即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
法来解决矛盾的过程遥 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袁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遥 用马克思主义
的世界观去认识世界尧思考问题袁这就是我们的思想方法曰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去处理问题尧指导
工作袁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方法遥 野思想方法决定工作方法袁工作方法是思想方法在实践活动中的体现遥

二者在表现形态上有所区别袁而在实质上都是世界观的体现遥 冶咱8暂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给
我们的具体工作提供正确的方法论指导袁以增加工作的预见性尧创新性尧主动性袁避免工作中的片面
性尧绝对化尧被动性遥
运用底线思维应对危机要坚持用联系的观点解决问题遥 重大危机的应对关系人民群众的安
危尧经济发展尧社会稳定尧对外开放等社会各个方面的正常运转遥 应对危机要根据风险传播的固有联
系袁调整人们原有的联系状态袁建立应对风险的新联系遥 要坚持运用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解决问
题袁主动把应对危机的主要依靠力量和重点解决途径放在国内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好国际风险
的援助工作遥 坚持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袁依靠群众致胜袁群策群力尧众志成城袁获得应对危机的力量
源泉遥坚持运用系统论方法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力和组织力袁处理好全国和局部的关系遥坚持唯物辩
证法袁统筹推进风险防控和经济发展尧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袁抵抗住风险和危机对我国的冲击遥
渊三冤忧患意识是底线思维的本质特点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是我们党与生俱有的思想特征遥 中国共产
党是在深厚的忧患意识中成立尧发展尧壮大起来的遥 1949 年 2 月 23 日袁党中央动身前往北平袁毛泽

东称这次进京为野赶考冶遥 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醒党员干部们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队伍袁提
醒党员警惕敌人糖弹的攻击袁并提出了野两个务必冶的思想遥 这些体现了共产党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
识遥 野增强忧患意识袁做到居安思危袁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遥 冶咱9暂新形势下我
国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增多袁强化底线思维袁增强忧患意识袁是有效防范尧管控各种风险袁有力处置尧化
解各种挑战的必然要求遥
忧患是从当事者对成败的深思熟虑而来的远见曰在这种远见中袁主要发现了成败与当事者行为
的密切关系袁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咱10暂遥 忧患意识指实践主体超越个人利益得失和荣辱而
关注人类尧国家尧民族命运的安危袁对即将出现或已经出现的危机和困难保持警惕袁由此做好应对危
机和困难的思想准备和应对方案遥 忧患意识是实践主体在遇到重大突发灾难期尧历史野交汇期冶的一
种清醒的防范和预见意识袁是危机感尧紧迫感尧使命感的体现袁是周密超前的思考和奋发有为尧积极
进取精神的体现遥 忧患意识是对个人尧社会尧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沉的关怀袁是高度责任感的体现遥 坚
持底线思维应对危机必须充分认识到抓好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袁警惕侥幸心理尧松劲心态袁毫不
懈怠袁密切关注形势变化袁尽各种可能做好风险防控遥
渊四冤两手准备是底线思维的重要抓手
底线思维要求我们做好两手准备袁既要看到事物发展中好的一方面袁又要看到坏的一方面遥 野好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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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面和野坏冶的一面作为一对矛盾袁两者之间密切联系并在一定条件下向对立面转化遥 古语讲野塞翁
失马焉知非福冶即这个道理遥 野从最低目标出发冶野从最坏处作打算冶就是要预防各种不利形势尧各种突
发事变尧各种意想不到事情的发生袁提前研究应对之策袁做好各种预案准备袁以做到心中有数尧临阵不

慌袁立于不败之地遥 还要充分利用各种条件袁主动引导不利因素向有利因素转化袁从不利形势中看到并
抓住有利的机遇袁争取好的结果遥 要把握好准备面对风险的时机袁提前准备比延后准备好袁因为提前准
备损失更小袁有备无患遥 从最坏处作打算袁要尽可能多地想到自己的困难和不足袁建立防范体制机制遥
运用底线思维防范重大危机要利用好危机中孕育着的新契机袁化危为机遥 危机暴露出国家治理
中的短板和漏洞遥 这些短板将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袁成为环境治理尧社会
创新等的动力源遥 在危机中一些新业态和新模式迎来大发展袁商业模式尧销售渠道等出现新的转变袁
是行业整合和升级的一次时机遥要用辩证尧全面尧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经济发展遥我国完整的产业体
系和产业配套有利于各种新技术的升级创新袁 增强经济的活力和韧性遥 要一方面做好风险防控工
作袁另一方面抓紧时间谋发展袁将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降到最低遥
渊五冤以人民为中心是底线思维的价值尺度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品格遥 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袁始终以最广大人民
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遥 群众路线是贯穿党的指导思想的一条红线袁是
我们党一刻也不能离开的生命线遥 野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尧血脉在人民遥 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尧

建设尧改革袁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袁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袁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
代价袁这一点都始终不渝尧毫不动摇遥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袁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尧性质宗
旨尧初心使命袁也是对党的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遥 冶咱11暂中国共产党抵御重大危机尧防范重大
风险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安康袁是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袁是为了民族的复兴伟业遥

重大危机考验着国家的价值取向遥 运用底线思维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袁无论是刚出生的婴儿还是
耄耋老人袁国家都不计代价尽全力保护每一个生命遥 为了提高重症患者的治愈率袁国家集中国内权威
专家袁野一人一策冶遥 在救治过程中袁医务工作者们秉持着救死扶伤的精神袁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用上百分
之百的努力袁不放弃任何一个生命遥这些都生动阐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遥70 年来袁无论是抵御特大
洪水还是抗击汶川地震袁还是阻击新冠肺炎疫情袁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遥 这是
我们党一向的政治自觉袁也是党一向的使命担当袁更是党一向的执政理念遥 只有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
危冷暖放在心上袁始终为人民群众解决操心事尧烦心事尧揪心事袁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遥
三尧底线思维的实践运用
研究底线思维的目的在于运用袁这是强调底线思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遥 要增强践行底线思维的
本领袁提高底线思维运用能力遥
渊一冤要加强科学理论修养
坚持学以致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遥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着人们认识尧改造尧创造世界袁对野提高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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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水平袁完善人的思维方法冶咱12暂具有根本作用袁对科学灵活使用底线思维具有根本作用遥 学习马克
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观尧实践观尧辩证观尧发展观等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袁有利于提高我们的认识水
平袁增强我们的工作能力遥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学袁反映事物发展最根本尧最普遍的规律袁在克服困
难尧战胜危机中能够给我们思路和办法遥 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有利于我们正确
地总结经验袁有利于更加有效地应对国内国际的风险挑战袁根据客观规律办事遥 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
学习和复杂困难的工作相结合袁与丰富的现实生活相结合袁学用结合袁促进工作向前发展遥
坚持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遥 它野站到了前所未有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新高度冶咱13暂袁是野在对社会现实和核心问题关切的过程中生成的冶咱14暂袁内含野方法论自觉和方法论智

慧冶咱15暂袁教给我们丰富多样的应对时代难题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袁是我们学习的典范袁是指引我们

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尧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风向标遥它走在时代前沿袁引领中国潮流袁野全面体现和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总体系统辩证法袁全面而精准地把握社会总体和各个方面
的矛盾及其辩证发展规律袁 来引领与治理复杂的中国社会冶咱16暂 遥 我们要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理论素
养袁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思想的认同袁切实做到学懂弄通做实遥 学懂就是学原著尧原文尧原话遥 这一思

想每天都在创新袁要及时跟进学袁全面系统学袁深入思考学袁联系实际学遥 弄通是把学习这一新思想与
党之前的指导思想贯通起来学袁因为它们之间是一脉相承的曰与党的历史尧国家的历史贯通起来学曰
与十八大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贯通起来学遥 做实是用这一思想指导工作实践袁提高自身的
思想觉悟袁更好践行工作职责袁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遥 我们还要向人民群众尧专家学者学遥 经世致
用袁要边学习边实践尧边总结边思考袁在伟大理论的指引下实现奋斗目标遥
渊二冤要增强战略定力
战略定力野是指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为实现战略意图和战略目标所具有的战略自信尧意志和
毅力冶咱17暂遥 战略定力事关战略目标的实现袁事关民族复兴大业遥 要把握好事关中国战略目标实现的
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问题遥 增强战略定力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坚守原则和底线袁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袁提高驾驭复杂局面的本领曰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袁不能为了
眼前利益因小失大袁随波逐流曰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袁不能因一些国家的言论而耽误和平发展
大业遥要保持政策上的稳定性尧连续性袁不能朝令夕改袁坚持野一张蓝图抓到底冶遥要坚持野两个维护冶袁
自觉对标对表袁在行动中向党中央看齐袁形成全国一盘棋的良好局面遥 要坚持统筹兼顾全局问题和
局部问题尧当前问题和长远问题尧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袁透过现象看本质袁做到心中有大局袁合理选
择袁明辨利害遥 在实际工作中站稳立场尧把稳方向袁做好在磨难中奋起的思想准备袁做好走曲折道路
的思想准备袁在各种复杂局面和风险面前野风雨不动安如山冶遥
渊三冤要提高制度执行力
底线思维是积极防御性思维遥 要防患于未然袁必须加强基础性工程的防御工作袁加固薄弱环节袁
加强短板建设袁这样才能夯实弱项基础袁防止落后领域的不良发展袁抵御影响全局的突发性风险袁实
现长远目标遥 不断完善我国制度上的薄弱环节以及短板袁提前形成应对危机的程序袁及时组织各种力
量应对危机袁有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袁是对我国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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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守正创新发展袁实现了社会主义和中华文明的紧密结合袁是经过实践检验尧符合我国客观实际
情况的科学制度遥 多次重大危机应对充分突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尧合法性尧人民性尧有
效性遥 野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袁抓紧补短板尧堵漏洞尧强弱项袁该坚持的坚持袁该完善的
完善袁该建立的建立袁该落实的落实遥 冶咱18暂增强我国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科学性尧系统性尧整体性袁筑牢防

范和应对危机的制度基础遥 制度是节制人们行为的尺度遥 好的制度需要良好的执行才能转化为治理
能力遥 为此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加强制度意识袁提高制度执行力袁维护制度权威袁按照制度履行责任袁
按照制度行使权力袁推进各方面全面协调发展袁提高防范风险能力遥
渊四冤要敢于善于斗争
首先袁要保持斗争精神遥 斗争精神是野攻坚克难尧奋力拼搏尧开拓进取的思维状态尧思想品质尧精
神面貌冶咱19暂遥 斗争精神内含在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中袁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优秀品质袁更是中国共产党优
良的革命传统遥 在应对危机的伟大斗争中袁各条战线上的工作人员充分发挥斗争精神袁凭借着坚强的
斗争意志奋战在抗击风险一线袁克服许多困难袁有的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遥 其次袁要敢于斗争遥 敢于斗
争就是要敢于担当袁敢于承担责任袁敢于与问题和矛盾作斗争袁敢于迎难而上遥 应对危机的伟大斗争涌
现出无数敢于斗争的时代楷模遥 他们在非常时期尧危急时刻主动请缨参战袁毫不犹豫坚决顶上去袁敢于
与野看得见冶野看不见冶的敌人进行生死决战遥 如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袁人民解放军和广大医务工作者
向着武汉野逆行冶袁展现出了新时代的英雄壮举咱20暂袁应对危机的斗争不仅要敢于同天灾展开坚决的斗

争袁还要敢于同国内国际扰乱中国安定秩序尧损害中国利益的人祸展开坚决的斗争遥 要在客观世界中
敢于同一切阻碍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恶势力作斗争袁敢于较真碰硬袁敢于揭露错误尧伸张正义袁敢于
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战胜黑暗邪恶曰在主观世界中要敢于同自身的不足和局限性作斗争袁学习新
技术和新知识袁不断提高斗争本领遥 再次袁要善于斗争遥 善于斗争要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遥 应对危
机的斗争正是紧紧依靠广大人民袁才汇聚起抗击风险的磅礴力量遥 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是共产党人
战胜危机和风险的强大底气和力量来源遥 善于斗争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袁与时俱进袁相时而动袁
根据客观规律和时代条件的变化调整我们的政策袁守好关键底线遥 要坚持做好自己的事以应对外部的
不确定性袁不断加强国际合作袁维护对外开放大局遥 广大领导干部要在风雨中磨炼自身的意志袁在处理
矛盾中提高运用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袁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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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ttomline thinking is thinking from the worst to prepa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predetermined goal of thinking methods.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ientific foresight袁 subjective initiative
and dialectics.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bottomline thinking includes five aspects: the Seek truth from
facts is the soul of the bottomline thinking袁the core of the bottomline thinking is to master the Marxist
thinking and working methods袁and the sense of hardship i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bottomline
thinking袁the two-hand preparation is the important grasp of the bottomline thinking袁and the people-centered is the value measure of the bottomline thinking.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袁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scientific theory accomplishment袁strengthen the strategic focus袁improve the execution of
the system袁dare to be good at the struggle袁and constantly enhance the ability of practicing the bottomline thinking.
Bottomline thinking曰Theoretical Logic曰Pract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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