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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同困难作
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
垒。”在我们党百年非凡历程中，每
遇重大风险挑战，总能孕育伟大精
神。非典是人类在21世纪发现的第
一个烈性传染病。2002 年 11 月，广
东发现国内首例非典病例，随后疫
情蔓延到大多数省份，给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威
胁，也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冲
击。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在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以空
前的团结和高昂的斗志，打响了一
场防治疫病的人民战争，形成了抗
击非典精神，取得了抗击非典阶段
性重大胜利。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
不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
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
倒、挺立潮头。”非典来势汹汹，广大
干部群众迎难而上，冲锋在防控救
治一线，奋战在科研攻关前沿，坚守
在各行各业岗位，顽强地与疫病作
斗争。广大医护人员、科研人员挺
身而出，不辱使命，立下“选择了从

医，就选择了奉献”“只要还有一名
患者没有脱离危险，我就不能离开
前线”的誓言；4000 多名建筑工人
连续奋战，只用了 7 个昼夜就建成
拥有1000个床位的北京小汤山非典
定点医院；几个月的时间里，抗击
非典社会捐赠款物价值超 40 亿元，

“要物有物，要人派人”，哪里有疫
情，哪里困难多，哪里就有四面援
助、八方支持……抗击非典斗争集
中展现着中国人民的家国情怀、奉
献精神、英雄气概，铸就了一座不朽
的精神丰碑。

困难和挑战越大，凝聚力和战
斗力就越强，这正是中华民族历经
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而愈强的内
在精神动力。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
场上，不分男女老幼，不论大江南
北，亿万人民谱写了与疫病作斗争
的壮丽诗篇，形成了“万众一心、众
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
而上、敢于胜利”的抗击非典精神。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是在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举国上下同心同德、齐
心协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拧成一股绳，形成抗击疫病的强大
合力；团结互助、和衷共济，就是全
社会广泛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共同
行动，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一方有
难、八方支援，共同应对疫病的挑
战；迎难而上、敢于胜利，就是坚定
战胜困难的昂扬斗志和必胜信念，
实事求是地分析形势，沉着冷静地
面对挑战，坚忍不拔地克服困难，坚
决同病魔斗争到底。抗击非典精
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成为我们应对风险挑
战、战胜艰难险阻的精神动力。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
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关键时期。必须认识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顺顺
当当就能实现的，我们越发展壮大，
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面临
的外部风险就会越多。习近平总书
记反复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深刻
指出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
见叶知秋的敏锐，既要高度警惕和
防范自己所负责领域内的重大风

险，也要密切关注全局性重大风
险。2018 年 1 月在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
近平总书记就列举了8个方面16个
具体风险，其中提到“像非典那样的
重大传染性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
惕、严密防范”。奋斗新时代、奋进
新征程，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始终
居安思危，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
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
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大力弘扬抗
击非典精神，把压倒一切困难而不
为困难所压倒的斗志激发出来，把
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形成海
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万众一
心、众志成城的团结伟力，敢于斗

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
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

上 下 同 欲 者 胜 ，同 舟 共 济 者
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战胜
了血吸虫灾害；在新世纪开始之时，
我们打赢了防治非典型肺炎的攻坚
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
们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
大战略成果。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
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
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
从磨难中奋起。踏上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在中国共
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亿万中华儿女
团结一心、守望相助、共同奋斗，就
一定能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
力量，战胜一切强敌、克服一切困
难、夺取一切胜利，创造新的历史伟
业、铸就新的时代辉煌。

（原载09月09日《人民日报》）

弘扬抗击非典精神，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
——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十六

■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华社西安9月12日电（记
者 郑昕 刘潇）12日上午，第十四
届全国运动会、第十一届全国残运
会暨第八届全国特奥会火炬传递
活动最后一站在陕西西安举行。
进入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主会场
西安奥体中心的圣火，将在未来两
项盛会的开幕式上分别点燃主火
炬塔。

作为此次为期28天、传递三
秦大地14个站点的火炬传递活动
的最后一站，当天的西安站共有
99名火炬手参加。在位于西安国
际会展中心的起跑点，第一棒火炬
手、全国劳动模范薛莹高擎火炬昂
首阔步开始了全程约9.9公里的接
力传递。

“看到道路两旁观众的注视鼓
励，让我更加体会到了陕西人齐心

协力办好全运会的决心、信心。”薛
莹在跑完第一棒后激动地说，十四
运会和残特奥会的传递不只是传
递了梦想与信念，更体现出中国人
的凝聚力。

本次火炬传递活动采取全运
会与残特奥会“两火合一、一体传
递”的模式，让更多残疾人与健全
人一同参与到接力奋进之中。从事
残疾人康复治疗与教育36年、接
诊超过9万人次的残疾人火炬手
魏国光表示，十分骄傲能成为一名
光荣的火炬手，传递中前后棒火炬
手的支持与配合令人感动、振奋。

“我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
力，未来全社会一定能够形成残健
共融的和谐、和美氛围。”他说。

本次圣火于7月17日在陕西
延安宝塔山下采集。8月16日，名

为“旗帜”的主题火炬在西安永宁
门广场至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路
段完成了首站传递，随后前往陕西
各市、区，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接力，
再次回到省会。

与途经众多历史遗迹的西安
首站不同，12日的西安站火炬传
递沿途充满现代人文生态气息。
灞河湿地上水鸟翔集，西安“一带
一路”城市展示中心“长安云”、文
化交流中心“长安乐”等建筑物线
条跃动、光影变幻。随着第99棒
火炬手、陕西籍武术运动员吴雅楠
驻足于西安奥体中心中央广场，圣
火归于火种灯，活动正式落下帷
幕。

圣火将分别在9月15日的十
四运会开幕式和 10月 22日的残
特奥会开幕式上点燃主火炬塔。

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火炬传递活动在西安落幕

9月12日，火炬手严育斌（右）和居巴依·赛克依在火炬传递中。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地广、人稀、路险，这是生活在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始
县村民曾经面临的难题。

“当年我们学院领导第一次来
时，没想到连车都开不进来，只好停
在外面好远的地方，从坑洼不平的泥
泞土路走进来。”武昌理工学院驻村
第一书记陈登回忆时，感慨万千。

“要想富，先修路”是中国人关
于交通的朴素想法，也是建始县通
过完善基础设施保障当地村民“钱
袋子”的有效之举。

通过捐资430多万元、争取经费
1150多万元，建始县新建村级公路
已超100公里，如今县里4个定点村
均实现了“组组通，户户连”。

产业引进来，电商走出去。建
始县大力建设特色产业基地，鼓励
村民通过电商发展模式让当地特产
走出山区，同时大力发展“产业+旅
游”经济。昔日偏远的贫困山区，如
今成了远近闻名的“世外桃源”。曾
经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村民，
也通过这条“致富路”看到了生活的
新曙光。

这只是“四好农村路”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一
个缩影。

金沙江大峡谷深处，四川省凉
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阿布洛哈村村
民登上了心心念念的客运班车，曾
经村民光是出村就要花3小时，如今
到达最近的县城只需要2小时；

客家民系聚居地，江西省赣州
市安远县 1800余家电商在热火朝
天地忙碌着，交通通达的便利不断
吸引大学毕业生、青年返乡创业，电
商扶贫的政策也让当地村民的腰包
越来越鼓；

晋冀蒙交界处，山西省大同市
阳高县镇边堡村村民靠着平整的公
路迎来了五湖四海的游客，明代古

城堡、烽火台等独特旅游资源也因
路而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四好农村路’的建设是一项
德政工程、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交
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说。

近年来，各地大力推进“四好农
村路”的建设，将公路修到村门口，
一张以县城为中心、以乡镇为节点、
以建制村为网点的交通网络正在不
断铺开，取得的成就也令人瞩目：

以“建好”为基础，2012 年至
2020年，我国新建改建农村公路约
235.7万公里，总里程达到438万公
里；支持建设乡村旅游路、资源路、
产业路5.9万公里，进一步帮助农民
脱贫致富；

以“管好”为手段，我国相继出
台关于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
展的指导意见等16项政策文件和3
项标准规范，先后创建200个全国
示范县，有效发挥了引领作用；

以“护好”为保障，我国农村公
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养
护资金补助标准显著提升，在各地
积极推广农村公路“路长制”，集中
整治约24万公里“畅返不畅”的农村
公路；

以“运营好”为目的，我国实现
所有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客
车，逐步形成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
体系，建制村全部实现直接通邮。

这不是终点。
“有序实施乡镇通三级公路建

设，实施老旧公路改造和窄路及路
面加宽改造等工程”“落实县乡村三
级路长制，加快推进《农村公路条
例》制定工作”“深化农村公路养护
体制改革，健全养护长效机制”“全
面推进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节点体
系的建设，加快推动‘快递进村’工
程”……一系列政策措施密集出台
实施，“四好农村路”将进一步修到
老百姓的心坎里。

（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四好农村路”，推动乡村振兴的“高速路”

新华社成都9月10日电（记者 张超群）记者
10日从第九届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
成果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科博会集中签约项目
194个，签约金额873.09亿元，其中5亿元以上项
目55个，绵阳科技城发展后劲明显增强。

本届科博会于9月8日至10日在绵阳科技城
举行，以“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合作共享”为主题，
12位两院院士、200余位专家学者和重点企业代表
围绕航天科技、新材料、新型显示、区域协同创新、
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讨论。匈牙利作为主宾国参
会参展。

科博会延续了线上“云展馆”的形式，采用3D
建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展出来自14个国
家和国内21个省市577家企业和单位的2200余
件展品，“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亚轨道商业运载
火箭、谐波减速器、医用回旋加速器等科技自主创
新展品集中亮相。截至9月10日11时，线上累计
观展人数达235.26万人。

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由科技部
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自2013年创办以来，
累计超过 60个国家和地区、5761 家单位参展参
会，参展项目1.9万个，签约项目3171个、签约金额
7145.81亿元，吸引观众超过2600万人次。

第九届科博会
集中签约超870亿元

9月11日上午，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都昌保护监测站工作人员在当地
马影湖开展日常巡护监测时，监测到4只越冬
白琵鹭正在水中嬉戏。最新监测记录显示，这
是保护区工作人员今秋以来在鄱阳湖范围内
监测到的首批越冬候鸟，比去年提前了1天。

鄱阳湖是亚洲重要的水鸟越冬地。目前，
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紧锣密鼓地加强
湖区日常巡护排查和监测工作，确保越冬候鸟
在鄱阳湖安全栖息、越冬。

今年首批越冬候鸟已飞抵鄱阳湖

环 境

9月11日，蒙古国首次报告动物感染新冠
病例。

蒙古国国家人畜共患病研究中心主任朝
格巴达尔赫通报说，至少在7只河狸身上检测
到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被感染的河狸
出现咳嗽、流鼻涕等症状。目前这些河狸已全
部康复。此外，蒙古国暂时未报告其他动物感
染新冠病例，但豢养宠物的人需保持警觉，定
期观察宠物有无异常症状。

蒙古国首次报告动物感染新冠病例

9月12日，记者从大连海关了解到，大连
海关日前破获一起走私进口镍钴混合物和粗
氧化锌案，案值达4.5亿元。

大连海关出动警力40余人，分成10个行
动组，在大连、杭州、烟台等多地同步开展抓捕
和查缉行动，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10人，查缉
涉案地点9个，扣押涉案物品及电子证据一批。

经查，2017年至2021年，以朴某为首的
走私团伙采取低报价格方式从韩国等国家和
地区走私进口镍钴混合物和粗氧化锌进境，共
计3.8万吨，初估案值4.5亿元。

（以上均据新华社）

大连海关破获案值4.5亿元走私案

■ 新华社记者 叶昊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