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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记者 温红彦 宋静思

总书记说到过这样一些英雄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高

度重视褒奖英雄模范、弘扬英雄精神，踏

寻英雄、缅怀英烈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在多个场合讲述英雄感人故事， 表达对

英雄的崇敬之情， 号召全党全国崇尚英

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总书

记强调：“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 争做

英雄才能英雄辈出。”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在中华

民族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中 ，

每当遇到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总有无

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挺身而出、 慷慨

前行。

近代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

来，为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

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无数革命先烈矢志不

渝、前赴后继，无数平凡英雄艰苦奋斗、无

私奉献，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

他们犹如一颗颗星、一盏盏灯、一簇

簇火，光耀天空、烛照大地，推动中华民

族不断发展壮大， 照亮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光辉前程。

永志不忘———

“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

色。无数的先烈鲜血染红了我们的旗帜，

我们不建设好他们所盼望向往、 为之奋

斗、为之牺牲的共和国，是绝对不行的。”

天安门广场的南北中轴线上， 人民

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

2012年11月29日， 党的十八大闭幕

不久，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人民英雄纪念

碑东侧的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

展览。总书记指出：“近代以后，中华民族

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

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中国送来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

国的传播，促进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觉醒，

催生了中国共产党， 点亮了中华民族的

复兴之光。

“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方志敏等无数仁

人志士都如此满心期待、满怀憧憬。

1922年， 方志敏加入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 。1924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

员，他激动地写道：“从此，我的一切，直

到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1935年，方志敏不幸被捕。在狱中 ，

面对敌人的严刑和诱降，他大义凛然，坚

贞不屈。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仍写下

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著名篇章，成

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食粮，给

无数华夏儿女以巨大的精神鼓舞。

2019年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

西考察工作结束时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

摇我们的信仰’，这是方志敏同志牺牲前

留下的铮铮誓言。”

“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习

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场合讲述许多革命

先烈忘我追寻理想之光、 舍身保护信仰

火种的感人故事。

———“刘仁堪烈士在就义前，敌人残

忍地割下了他的舌头， 他仍然用脚蘸着

流下的鲜血写下‘革命成功万岁’。”

———“江善忠烈士留下血书 ，‘死到

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

———“夏明翰身陷牢狱坚贞不屈，在

给妻子的家书中发出‘坚持革命继吾志，

誓将真理传人寰’的豪迈誓言。”

———“在湘江战役中 ， 陈树湘烈士

‘断肠明志’的事迹十分感人，真是‘寸土

千滴红军血，一步一尊英雄躯’。”

……

为了理想中“可爱的中国”，无数革

命先烈高擎信仰的火炬， 义无反顾地踏

入为了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的历史洪流

中。他们临危不惧、前赴后继，他们浴血

奋战、百折不挠。

2020年7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

林考察工作结束时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抗日战争时期， 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

杨靖宇将军领导抗日武装冒着零下四十

摄氏度的严寒， 同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

奋战，牺牲时胃里全是枯草、树皮、棉絮，

没有一粒粮食，其事迹震撼人心。”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

九一八事变， 开始大举侵占中国东北。

1932年， 杨靖宇受党中央委托到东北组

织抗日联军， 率领东北军民与日寇血战

于白山黑水之间。面对日军疯狂镇压，杨

靖宇充满斗志：“革命就像火一样， 任凭

大雪封山，鸟兽藏迹，只要我们有火种，

就能驱赶严寒，带来光明和温暖。”

1940年2月， 杨靖宇在冰天雪地、弹

尽粮绝的情况下， 孤身一人与大量日寇

周旋，战斗五昼夜后，在濛江县（今吉林

省靖宇县）壮烈牺牲。

天下艰难际，时势造英雄。在抗日战

争这场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 中华儿

女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自由不惜抛头颅、

洒热血，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

场，男女老少齐动员。

2014年，岁逢甲午。在纪念全民族抗

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 习近平总书

记深情讲述了一位英雄母亲的抗战故

事 ：“北京密云县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

亲，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他们全

部战死沙场。”

面对沉重的打击， 邓玉芬硬是咬牙

挺住了。她脸上的笑容少了，但对抗日工

作更积极了，对子弟兵更亲了。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终于打败日本

侵略者，邓玉芬眼噙泪花，告慰九泉之下

的丈夫和儿子们： 咱们胜利了！1970年2

月临终前， 邓玉芬对乡亲们说：“把我埋

在大路边，我要看着孩子们回来。”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 中国人

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 以血肉之躯筑长

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谱写了惊天地、

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赢得了近代以来中

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

谈会上指出：“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

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

一批抗日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

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

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

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

杰出代表。”

解放战争中， 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

人民群众，获得了排山倒海的力量，结束

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建立了崭新的人

民共和国。

“未惜头颅新故国， 甘将热血沃中

华。”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无数

革命先烈勇往直前以赴之， 筑起拯救民

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钢铁长城。据不

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党领导的

革命队伍中，有名可查的烈士就达370多

万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和国是红色

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无数的先烈鲜血

染红了我们的旗帜， 我们不建设好他们

所盼望向往、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共和

国，是绝对不行的。”“我们一定要铭记烈

士们的遗愿， 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

牲的伟大理想。”

永不过时———

“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

英雄辈出的民族， 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

雄情怀。”

201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举行。 在受阅的空降

兵战车方队里， 一面在抗美援朝上甘岭

战役中保存下来的布满381个弹孔的战

旗，格外引人注目。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

举，中国人民无比渴望和平安宁。但是，

美国把朝鲜战争的战火烧到中朝边境，

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严峻考验。

在朝鲜战场上， 志愿军将士面对强

大而凶狠的作战对手， 身处恶劣而残酷

的战场环境，抛头颅、洒热血，以“钢少气

多”力克“钢多气少”，谱写了惊天地、泣

鬼神的雄壮史诗。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指出：

“在他们中涌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

等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

体。英雄们说：我们的身后就是祖国，为了

祖国人民的和平， 我们不能后退一步！这

种血性令敌人胆寒，让天地动容！”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经此一

战， 帝国主义再也不敢作出武力进犯新

中国的尝试，新中国真正站稳了脚跟，争

取到了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环境。

但是，国际上核讹诈、核垄断形势依

然严峻。无数科技工作者扎根戈壁荒原，

奋战深山峡谷，为大国铸重器，树起了一

座座无言的丰碑。

“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是新中国历

史上享有崇高威望的人民科学家。 新中

国成立时，已经功成名就的钱学森，在美

国有着优厚的工作和生活待遇， 但他却

始终关心着祖国的发展。1955年10月，钱

学森终于冲破种种阻力， 携妻儿踏上了

祖国的土地。他动情地说：“我一直相信：

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

来了！”

“两弹元勋”邓稼先，为我国原子弹、

氢弹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1950年，26

岁的邓稼先在美国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

位。 他带着当时最先进的物理学知识，涉

洋归来报效祖国。 他长期甘当无名英雄，

把自己的青春之光融进了中国核防御力

量的“铁脊梁”之中。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

里，他28年的秘密工作经历才得以披露。

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

是一代又一代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前赴后

继、接续奋斗的结果。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

座谈会上指出：“从李四光、钱学森、钱三

强、邓稼先等一大批老一辈科学家，到陈

景润、黄大年、南仁东等一大批新中国成

立后成长起来的杰出科学家， 都是爱国

科学家的典范。”

无数英雄模范做隐姓埋名人、 干惊

天动地事，展现了一种伟大的无我境界；

也有无数英雄模范坚守一心为民的理想

信念， 用一生的努力谱写了感天动地的

英雄壮歌。

2014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他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的联系点河南兰考县。一到兰考，总书

记就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纪念馆内，

从全国各地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

绝。遇到前来参观学习的党员、干部，总

书记说：“我们来是同一个目的， 我也是

来学习的。”

“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在带

领兰考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中身

先士卒。他的心里装着全县的干部群众，

唯独没有他自己。1964年5月14日， 焦裕

禄被肝癌夺去了生命，年仅42岁。他临终

前对组织提出唯一要求 ：“把我运回兰

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

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述焦裕禄的故

事， 多次动情回忆40多年前学习焦裕禄

的情景。 总书记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深

受焦裕禄精神的影响， 是在焦裕禄事迹

教育下成长的。”他还写过一首词《念奴

娇·追思焦裕禄》， 寄托对焦裕禄的敬意

和缅怀，号召党员干部“暮雪朝霜，毋改

英雄意气”。

焦裕禄虽然只活了42年， 但他的英

雄事迹却感动了几代中国人。同样，老英

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 一辈子坚守

初心、不改本色，事迹十分感人。

张富清曾是西北野战军的突击队

员，冒着枪林弹雨，立下卓著战功，是董

存瑞式的战斗英雄 。1955年 ， 他退役转

业， 主动选择到湖北省最偏远的来凤县

工作，为贫困山区默默奉献一生。

从转业那天起，张富清就“封存”所

有战功记忆，对子女也只字不提。即使生

活过得并不宽裕， 他也没有向组织提过

任何要求。直到2018年底，国家开展退役

军人信息登记， 他隐藏半个多世纪的战

功才得以被发现。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张富清

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他用

自己的朴实纯粹、 淡泊名利书写了精彩

人生， 是广大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学习

的榜样。要积极弘扬奉献精神，凝聚起万

众一心奋斗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同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

会见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全体代表。

看到坐在轮椅上的94岁老英雄张富清，

总书记俯下身，双手紧握住老人的手，深

情地说：“你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楷模！保

重身体，健康长寿。”

镜头定格了习近平总书记俯身握手

的瞬间， 记录了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

人致敬英雄的难忘时刻。那份感动，永远

流淌在亿万人民心间。

对千千万万为国牺牲的英烈， 习近

平总书记时刻牵挂于心。

辽宁抚顺，浑河南岸，翠柏环绕的雷

锋墓格外庄严肃穆 。2018年9月28日上

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向雷锋墓敬

献花篮，参观了雷锋纪念馆。在“光辉的

一生”“永恒的精神”等展厅内，在雷锋的

手迹、遗物、照片等展品前，总书记不时

驻足观看、凝神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雷锋是时代的

楷模，雷锋精神是永恒的。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需要更多时代楷模。我们既要

学习雷锋的精神，也要学习雷锋的做法，

把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为

具体行动，体现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作

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把雷锋精神代代传

承下去。”

雷锋精神薪火相传， 一批又一批雷

锋式的先进典型不断涌现， 书写着不同

时代的雷锋故事。与雷锋同时代的王杰，

在日记中写道：“做人就是做一个雷锋式

的、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人。”

1965年7月14日，为掩护在场12名民

兵和人武干部的安全， 王杰奋不顾身扑

向发生意外爆炸的炸药包， 生命定格在

了永远的23岁。

2017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第71集团军某旅王杰生前所在连，视察连

队荣誉室，走进“王杰班”与战士座谈。在

王杰牺牲时遗留的血衣和钢笔残片前，总

书记感慨地说：“我小时候就知道王杰的

故事，王杰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习近平总书记对官兵们说 ：“王杰

‘在荣誉上不伸手， 在待遇上不伸手，在

物质上不伸手’，这‘三不伸手’是一面镜

子， 共产党员都要好好照照这面镜子。”

总书记详细了解王杰一不怕苦、 二不怕

死的事迹，动情地讲，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是血性胆魄的生动写照， 要成为革命

军人的座右铭。 总书记强调：“王杰精神

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的宝贵

精神财富，要学习践行王杰精神，让王杰

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

王杰精神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

富， 石油工人王进喜把自己的一生毫无

保留地献给了祖国的石油事业， 留下了

豪气干云的“铁人精神”。

1960年， 面对国家建设急需石油的

燃眉之急，王进喜率领 “1205”钻井队开

赴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会战之初，在生

活和生产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王进喜

喊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

要上”的豪迈口号，人拉肩扛运送钻机，

盆端桶提运水抢开钻， 只用5天零4小时

就打完大庆会战的第一口油井。

在打第二口井时，发生了井喷，王进

喜顾不上腿伤， 跳进齐腰深的泥浆池用

身体搅拌泥浆，最终制服了井喷。

2013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

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指出：“王进喜

以 ‘宁肯少活20年， 拼命也要拿下大油

田’的气概，带领石油工人为我国石油工

业发展顽强拼搏，‘铁人精神’、‘大庆精

神’ 成为激励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社

会主义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英雄从未远去，英雄精神永不过时。

无数英雄模范以赤子情怀勇担使命，自

力更生、发愤图强，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

民幸福呕心沥血、无私奉献，永远是我们

不断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崇

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和

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对一切为党、

为国家、 为人民作出奉献和牺牲的英雄

模范人物，我们都要发扬他们的精神，从

他们身上汲取奋发的力量， 共同为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顽强奋斗、艰

苦奋斗、不懈奋斗。”

勇往直前———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

的非凡历程中， 一代又一代奋斗者顽强

拼搏、不懈奋斗，涌现出无数感天动地的

英雄模范。他们用智慧和汗水、甚至鲜血

和生命，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

福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有一处名

叫“当年农家”的院落。篱笆院、茅草房，

再现了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生产、

生活场景。

1978年， 安徽发生百年罕见的特大

旱灾。那时的小岗村，是出了名的“三靠

村”———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 ，生活

靠救济。当年冬天，小岗村18户村民聚集

在这间茅草房，在煤油灯跳跃的火光下，

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红

手印、约定包干到户，从此拉开我国农村

改革的序幕。18位“大包干”带头人也因

改革而“走红”。

“大包干”极大地调动了小岗人的生

产积极性。次年，小岗便迎来丰收，粮食

总产13.3万斤，是前十余年产量的总和。

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这里，徜徉小院，重温改革历程。总书记

指出：“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 变成

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 成为中国改革的

标志。”

民以食为天， 粮丰天下安。 自古以

来， 保障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

等大事。

袁隆平， 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

的研究、应用与推广，为我国粮食安全、

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杰出

贡献，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2013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全

国总工会机关看望劳动模范代表， 共庆

“五一”劳动节。在会议现场，袁隆平拿出

两张超级杂交稻照片递给总书记。 总书

记站起来，身体前倾，伸手接过照片，仔

细察看着。看完后，总书记评价说：“超级

稻，真是颗粒饱满。”

随后， 袁隆平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研

究目标和计划。听完后，习近平总书记和

大家一起为这位老科学家的豪迈气概热

烈鼓掌。 总书记说：“你这是一个伟大的

事业，我们国家包括整个世界，现在还是

要为粮食安全积极奋斗。”

改革开放极大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思

想，激发了人们的创新创造热情，为中国

注入创新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孙家栋，我国著名的航天技术专家，

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

创者之一。

2004年，我国正式启动探月工程。面

对这项充满风险的工作， 功成名就且已

是75岁高龄的孙家栋毫不犹豫， 再次披

挂上阵， 挑起工程总设计师的重任。他

说：“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2007年， 嫦娥一号卫星顺利完成环

绕月球的信号传来， 航天飞行指挥控制

中心内，大家欢呼、拥抱、振臂庆祝。孙家

栋却默默转身，低头掏出手绢，抹去激动

的泪水。

2020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孙

家栋、王希季等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

的老科学家回信时指出， 老一代航天人

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从航天大国

走向航天强国的道路上，中国航天人用一

个个坚实的足印，不断把梦想化作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 处处都是活跃的创

造，处处生长美好的梦想，中华大地激荡

生机勃勃的民族复兴气象。 英雄模范爱

党爱国、一心为民，顽强拼搏、艰苦奋斗，

像火炬一样照亮每个人的精神世界。

杨善洲，用一生践行着“只要生命不

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的诺言。

在岗位上，杨善洲几十年如一日，身

披蓑衣，脚踏草鞋，走遍每一个村庄、踏

遍每一道山梁，被人们亲切地称作“草鞋

书记”；60岁退休后， 他谢绝到省会城市

养老的机会， 回到家乡云南施甸专心植

树造林，一种就是22年，在光秃秃的荒山

上建起了数万亩人工林， 被人们亲切地

称作“种树书记”。

2009年4月， 杨善洲将价值3亿元的

林场无偿交给国家。2010年10月，83岁的

杨善洲因病医治无效，溘然长逝。

2020年1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

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 也是因为我们

党有一大批像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

张富清这样的英雄模范率先垂范， 才团

结带领人民群众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

新局面。”

忠于事业、 甘于奉献，“航空报国英

模”罗阳也是杰出代表之一。他在我国航

空工业战线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三十载。

2012年11月25日，我国首艘航母“辽

宁舰”成功起降歼-15舰载机，这是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时刻。就在这一天，歼-15

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突发疾病抢

救无效， 在任务完成那一刻永远倒在了

工作岗位上，年仅51岁。

罗阳逝世的第二天， 习近平总书记

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罗阳同志秉持航空

报国的志向， 为我国航空事业发展作出

了突出贡献， 他的英年早逝是党和国家

的一个重大损失。”

第二年的全国两会上， 习近平总书

记再一次号召大家学习罗阳的优秀品质

和可贵精神。 总书记强调：“雷锋、 郭明

义、罗阳身上所具有的信念的能量、大爱

的胸怀、忘我的精神、进取的锐气，正是

我们民族精神的最好写照， 他们都是我

们‘民族的脊梁’。”

改革开放以来， 层出不穷的英雄模

范勇于进取、开拓创新，持续激发广大党

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开拓奋进、干事创业

的积极性。

八步沙林场地处腾格里沙漠南缘 ，

昔日这里风沙肆虐，以每年7.5米的速度

吞噬着农田村庄。

20世纪80年代初，当地郭朝明、贺发

林、石满、罗元奎、程海、张润元等6位村民

在承包合同书上按下手印，誓用白发换绿

洲。几十年来，以“六老汉”为代表的八步

沙林场三代职工接续奋斗，书写了从“沙

逼人退”到“人进沙退”的绿色篇章。

2019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沿着

砂石路一路颠簸来到距离古浪县城30公

里的八步沙林场考察调研。

看到不远处几位林场职工正在进行

“草方格压沙”作业，习近平总书记走过

去，向他们询问压沙具体怎么操作、每亩

地投入需要多少、能起到什么作用，并拿

起一把开沟犁，同他们一起干起来，一会

儿工夫就在沙地上开出一道两米多长的

直沟。

习近平总书记对在场人员说：“八步

沙林场‘六老汉’的英雄事迹早已家喻户

晓，新时代需要更多像‘六老汉’这样的当

代愚公、时代楷模。要弘扬‘六老汉’困难

面前不低头、 敢把沙漠变绿洲的奋斗精

神，激励人们投身生态文明建设，持续用

力，久久为功，为建设美丽中国而奋斗。”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打开融入时代

潮流的大门， 也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为世

界和平护航的使命。 许多英雄的中华儿

女在这份担当中无私奉献， 甚至不惜牺

牲自己的生命。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

联合国维和峰会时， 讲述了一个动人故

事：“5年前，中国维和女警察和志虹在海

地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时不幸殉职，留

下年仅4岁的幼子和年逾花甲的父母。她

曾经写道：‘大千世界， 我也许只是一根

羽毛， 但我也要以羽毛的方式承载和平

的心愿。’这是她生前的愿望，也是中国

对和平的承诺。”

中国维和女警察和志虹2010年不幸

殉职时，年仅35岁。和志虹深爱家里的每

一个人， 但使命感让她毫不犹豫地奔赴

维和一线。

改革开放大潮从历史深处奔涌而

来，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澎湃而去。无数

英雄模范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

行，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积极投身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为国家和

人民建立了杰出功勋。

2018年12月18日， 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集体站起转身， 全场约3000名

各界代表起立， 向获得改革先锋称号等

受表彰人员鼓掌祝贺，现场掌声热烈。少

先队员献上美丽的鲜花，高举右手，齐致

队礼。

这一刻，令人热泪盈眶；这一幕，无

比振奋人心。这是对改革开放的礼赞，是

对英雄模范的致敬，更是接续奋斗、勇往

直前的誓言。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 崇高事业

需要榜样引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我

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非凡历程

中，一代又一代奋斗者顽强拼搏、不懈奋

斗，涌现出无数感天动地的英雄模范。他

们用智慧和汗水、甚至鲜血和生命，为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书写了可歌

可泣的壮丽篇章。 各个历史时期的英雄

模范都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

永远奋斗———

“新时代必将是大有可为的时代。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像英雄模范那样坚

守、像英雄模范那样奋斗，共同谱写新时

代人民共和国的壮丽凯歌！”

2012年12月底， 习近平总书记冒着

严寒、踏着冰雪来到河北省阜平县，深入

龙泉关镇骆驼湾村和顾家台村考察革命

老区扶贫工作。总书记进村入户看真贫，

同乡亲们一起商量脱贫致富之策， 向全

党全国发出了脱贫攻坚的动员令。

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来自平凡。在脱

贫攻坚工作中， 数百万扶贫干部倾力奉

献、苦干实干，同贫困群众想在一起、过

在一起、干在一起，将最美的年华无私奉

献给了脱贫事业， 涌现出许多感人肺腑

的先进事迹。

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西麓，革命老

区县湖南省炎陵县坐落于此。 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称

赞的 “扎根脱贫一线、 鞠躬尽瘁的黄诗

燕”，曾在这里担任县委书记。

担任炎陵县委书记的9年里， 黄诗燕

走遍全县120个村庄，带领群众脱贫摘帽；

他主导发展黄桃产业， 力抓招商引资，让

这个工业基础薄弱县的工业园区，综合评

价排名跻身全省园区发展前20名。

2019年11月29日， 开完脱贫攻坚调

度会，黄诗燕突发心脏病，不幸殉职，生

命永远定格在56岁。 黄诗燕带领县委一

班人，以燕子衔泥的韧劲，在炎陵谱写了

一首全面脱贫的壮丽诗篇， 用生命诠释

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黄文秀 ，2016年从北京师范大学硕

士研究生毕业，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

毅然回到家乡百色， 主动申请到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乐业县担任百坭村第

一书记。 她遍访百坭村195户贫困户，画

出“贫困户分布图”，在脱贫攻坚第一线

倾情投入、奉献自我。

2019年6月17日凌晨，她在返回工作

岗位的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牺牲， 年仅30

岁。 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了新时代

的青春之歌。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和

青年同志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 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

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脱贫攻坚战场上 ，35年坚守太行

山的“新愚公 ”李保国 ，献身教育扶贫 、

点燃大山女孩希望的张桂梅 ， 用实干

兑现 “水过不去 、拿命来铺 ”誓言的黄

大发……他们以普通人的平凡书写了不

平凡的人生， 用汗水乃至生命生动诠释

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据统计，在脱贫

攻坚斗争中，1800多名同志将生命定格

在了脱贫攻坚征程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颁授仪式上指出：“只要有坚定的

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把

每件平凡的事做好， 一切平凡的人都可

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 一切平凡的工作

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

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中国民

航英雄机组”在执行航班任务时，在万米

高空突然发生驾驶舱风挡玻璃爆裂脱

落、座舱释压的紧急状况，这是一种极端

而罕见的险情。在机长刘传健带领下，他

们临危不乱、果断应对、正确处置，确保

了机上119名旅客生命安全。

2018年9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

民大会堂亲切会见机组全体成员。 总书

记指出：“危难时方显英雄本色。 你们化

险为夷的英雄壮举感动了无数人。 得知

你们的英雄事迹，我很感动，为你们感到

骄傲。授予你们‘英雄机组’、‘英雄机长’

的光荣称号，是当之无愧的。”习近平总

书记还专门邀请机组全体成员参加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招待会。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这是西藏隆

子县玉麦乡牧民卓嘎、 央宗姐妹对祖国

最澄澈的爱。

玉麦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 ，上

世纪很长一段时间， 玉麦乡仅有卓嘎和

她的父亲桑杰曲巴、 她的妹妹央宗一户

人家，被外界称作“三人乡”。几十年来，

卓嘎、央宗姐妹以抵边放牧、巡逻的方式

守护数千平方公里的国土， 国旗挂遍走

过的每一条路，践行了“再苦再累也要守

好祖国每一寸土地”的承诺。

2017年10月28日， 习近平总书记给

卓嘎、央宗姐妹回信，肯定她们父女两代

接力为国守边的行为， 感谢长期为守边

固边忠诚奉献的同志， 勉励广大农牧民

扎根边陲，守护好国土，建设好家乡。总

书记指出：“希望你们继续传承爱国守边

的精神， 带动更多牧民群众像格桑花一

样扎根在雪域边陲， 做神圣国土的守护

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

中华民族是英雄辈出的民族， 新时

代是成就英雄的时代。“守岛卫国32年，

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 在平凡的岗

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 的王继

才，“用宝贵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 ‘随时

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的初心和誓

言”的黄群、宋月才、姜开斌，“用自己身

体保护战友”的杜富国，全军挂像英模林

俊德、 张超……在波澜壮阔的新时代奋

斗画卷中，每一篇都闪耀着英雄的风采。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更需要继承

发扬以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的爱国主义

精神， 更需要继续发扬以爱国主义为底

色的科学家精神。”

黄大年，世界顶尖的地球物理学家。

在他的研究领域， 他始终是一位被追赶

者。卓越的成就，使他在国外赢得了优越

的生活，但他仍抛掉所有，毅然回国，为

国家地球深部探测技术运筹帷幄， 用五

十八载灿烂人生唱响“我爱你中国”。

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

指示指出：“黄大年同志秉持科技报国理

想，把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贡献力量作为毕生追求， 为我国教育科

研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的先进事迹

感人肺腑。”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号召大

家“以黄大年同志为榜样”展开学习。

黄大年从事的事业是透视地下每一

个角落、给地球做CT，南仁东的科研方向

是把目光投向外太空、探索宇宙的奥秘。

在贵州的大山深处， 目前世界上最

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默默

注视苍穹，那颗以南仁东命名的小行星，

或许也在温柔地回望。

20世纪90年代初， 海外求学是不少

优秀学子的首选。 在日本国立天文台担

任客座教授、 享受世界级科研条件和薪

酬待遇的南仁东，选择了“逆行”。此后20

余年，“中国天眼”历经多年论证、立项及

艰苦建设后落成启用， 南仁东为此毫无

保留地燃烧生命直到最后一刻。

2021年2月5日， 在贵州考察的习近

平总书记会见了“中国天眼”项目负责人

和科研骨干，并视频连线“中国天眼”总

控室的科技工作者代表。 总书记提出深

切厚望 ：“希望大家以南仁东先生为榜

样， 弘扬科学家精神， 勇攀世界科技高

峰，加快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在一些

领域要保持领跑优势，为建设科技强国、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之所

以伟大， 根本就在于在任何困难和风险

面前都从来不放弃、不退缩、不止步，百

折不挠为自己的前途命运而奋斗。”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面临严重威胁。

84岁的钟南山院士再次临危受命 ，

担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紧

急奔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第一线。

18年前，在抗击非典中，钟南山不顾

生命危险救治危重患者，一句“把最危重

的病人送到我这”令人感动，一句“非典

并不可怕，可防可治”让当时处于恐慌的

人们安下心来。

钟南山两次逆行出征， 以院士的专

业，战士的勇猛，肩负起国士的担当。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全

国数百万名医务人员奋战在抗疫一线，

用血肉之躯筑起阻击病毒的钢铁长城，

挽救了一个又一个垂危生命， 诠释了医

者仁心和大爱无疆！ 茛下转第五版

■人民日报署名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