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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向那些先烈们
2014 年，我国设立烈士纪念日。

从此，每年的9月30日，习近平都出席
纪念活动，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
缅怀英烈丰功伟绩。

2018 年 9 月 30 日，习近平来到天
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仪式。习近平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并
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
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
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纪念日，是重温，更是唤醒。英雄
的名字或许湮没在硝烟中，但英雄的
精神永续流传。

在一次次调研考察中，每到一个
革命历史纪念地，习近平也都不忘致
敬先烈，表达追思之情。

2017 年 12 月 13 日，江苏徐州凤
凰山东麓，淮海战役纪念馆。一件件
实物、一张张图片、一个个场景，再
现了那场会师淮海、决战中原的大
战。习近平仔细观看，深有感触地
说，革命胜利来之不易，靠有革命英
雄主义精神的一大批将帅之才和战斗
英雄，更靠人民的支持和奉献。淮海
战役就是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我们
要好好回报人民，让人民过上幸福美
好的生活。

2017 年 6 月 21 日，山西兴县晋绥
边区革命纪念馆。习近平从北京到吕
梁一下飞机，就驱车近两个小时来到
兴县蔡家崖村，向晋绥边区革命烈士
敬献花篮，瞻仰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
参观晋绥边区政府、晋绥军区司令部
旧址。习近平不时驻足，询问有关细
节。习近平说，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儿
女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吕梁精
神。我们要把这种精神用在当今时
代，继续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金寨县革
命烈士纪念塔、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
华东革命烈士陵园……纵使时光流
逝，纵使山高路远，总书记从未忘记这
些英烈，始终致以崇高敬意。

深深的鞠躬，深情的凝视。“对一
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
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
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纪念，是为了更好前行。“包括抗
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
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
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追随着总书记的脚步与目光，我
们读懂英烈，收获“从哪里来，向何处
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答案，一座
心中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无形中铸
就。

致敬，向那些老兵们
对穿越战火的老兵们，习近平从

未忘却，殷殷关切。
2017 年 6 月在山西考察时，习近

平特意看望晋绥边区的老战士们。他
同老战士们一一握手，亲切交谈，充分
肯定他们的贡献，祝他们健康长寿、晚
年幸福，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习近平说，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为
革命成功抛头颅、洒热血的前辈们，不
能忘记为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为
建立新中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作出贡献的老同志们。

2015年9月2日，人民大会堂金色
大厅，庄严的典礼在这里举行。30名
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帮助和
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
表，接受习近平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刘汉生、李力安、刘振华、朱光、佟
麟阁、史迪威、柯棣华……一个个名字
穿越时空，回响在金色大厅。

习近平为这些在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元勋或他们的遗
属一一佩挂上金光闪闪的纪念章，并
与他们紧紧握手。105岁高龄的刘汉
生，是接受颁章的老战士中年岁最长

的一位。习近平走到他所坐的轮椅
前，俯下身子为他佩挂上纪念章。

一枚枚纪念章，凝聚着英雄史诗
般的光辉人生，饱含着国家和人民对
他们的崇高敬意。

“近代以来，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
和解放而牺牲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
族摆脱外来殖民统治和侵略而英勇斗
争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掌握自己
命运、开创国家发展新路的人们，都是
民族英雄，都是国家荣光。中国人民
将永远铭记他们建立的不朽功勋。”英
雄，应该被永远铭记。如何对待英雄，
习近平作出了榜样。

致敬，向和平年代的英雄们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

正的英雄。新中国 70 年来的辉煌成
就，离不开无数人的奋斗与奉献。他
们，都是习近平心中的英雄。

有让习近平“思君夜夜，肝胆长如
洗”的焦裕禄。

对于“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数十年来，习近平一直满怀敬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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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选择兰考作为联系点，“一个重
要考虑就是因为兰考是焦裕禄同志工
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是焦裕禄精神的
发源地”。他强调，焦裕禄精神“是我
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永远向
他学习”。

“魂飞万里，盼归来……暮雪朝
霜，毋改英雄意气！”习近平这首情深
意切的《念奴娇·追思焦裕禄》，是对焦
裕禄的追思，更是对千千万万共产党
员的期望。

有习近平“心目中的英雄”王杰。
2017 年 12 月 13 日，习近平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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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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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身扑向炸药包，生命定格在了永远
的23岁。在王杰牺牲时遗留的血衣和
钢笔残片前，习近平感慨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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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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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川航空“中国民航英雄机组”
全体成员。

2018年9月30日，习近平在人民
大会堂亲切会见机组全体成员。习近
平赞扬机组人员面对极端而罕见的险
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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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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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专门邀请全体成员参加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9 周年招待
会。这是对“英雄机组”的高度褒
扬，也是对英雄壮举的由衷赞美。

还有“守岛就是守国”的新时代奋
斗者王继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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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普通岗位上的英雄，挑起
了平凡工作的大梁，赢得了百姓的
心。这些普通岗位上的英雄之举诠释
了一个真理：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
人民。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每一
次对英烈的祭奠，每一次对英雄的赞
颂，都是为了新的出发。英雄不老，精
神永恒！ 据新华网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
场合缅怀英烈，讲述英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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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强调，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
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们，崇尚英雄，捍卫英
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

对英雄，习近平始终报以关切与敬意。
习近平的英雄情怀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为不断强化各领域
安全生产的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全力以赴防
范化解风险意识，着力消除重大隐患，4月3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专委会等一行，对我市
近期安全生产工作进行视察。

视察小组分别来到力盟商业步行街、新宁
路西客运站、香格里拉七期工程、万达广场、海
湖星城等地，对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现场视察
检查。在人流密集的步行街，视察小组来到电
影院、消防工作室、自建工地等，听取了安全生
产工作开展情况，对视察过程中指出的问题，提
出整改要求。在原青海工具电动厂家属院的老
旧楼院总改现场，视察小组指出，老旧楼院最大
的安全隐患就是电路老化，在整改过程中，要强
化这一方面的工作，施工人员也要严格按照安
全制度施工。在新宁路西客运站，视察小组强
调，“两客一危”车辆的安全检查和安全责任落

实是重中之重，外地省市发生的客车事故，是我
市提高警惕的鲜活例子，要坚决落实到位，让每
一位乘务人员成为合格的安全员，确保节日道
路运输安全。

此次主要对我市人流密集场所、建筑施工
领域、高层小区等领域开展了安全视察。通过
深入一线看现场，充分肯定了我市各领域安全
生产工作，对各部门、企业坚持安全发展理念，
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红线意识
给予认可。在视察过程中，仍发现落实责任不
到位、值班值守制度不完善、安全制度建设不全
面等细节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和薄弱环节，我
市将以此次视察为契机，提高认识，强化责任落
实。举一反三，防范重大事故发生。同时，还将
加大从严执法力度，持续保持安全生产监管高
压态势。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记者从青海省体育局
了解到，在北京时间4月7日凌晨结束的国际田
联竞走挑战赛（葡萄牙站）的比赛中，来自青海省
体工一大队的运动员切阳什姐以1小时29分01
秒成绩获得女子20公里竞走金牌，这是切阳什
姐第三次夺得该赛事的冠军。

据了解，在比赛中，切阳什姐克服恶劣的天
气因素，不断超越对手一举夺魁。最终，乌克兰
选手因娜·卡西纳名列第二，哥伦比亚选手桑德
拉·阿莱纳斯位列第三。

29岁的切阳什姐现位列女子20公里竞走世
界积分排名第一，在上个月结束的 2019 全国竞

走大奖赛暨世锦赛50公里选拔赛中，她以1小时
25分37秒夺得女子竞走20公里冠军。这位已经
在世界体育赛场上走了 8 年的藏族女孩，在国
内、国际赛场上收获了诸多荣誉。

切阳什姐保持着不错的成绩，这与她平时的
勤奋训练密不可分。今年，世界女子20公里竞
走项目改变了积分规则，切阳什姐以很大的优势
排到了世界第一，这是青海运动员首次排名世界
第一，创造了新的历史。

据悉，接下来切阳什姐将备战5月在江苏太
仓举行的国际田联竞走挑战赛暨世锦赛选拔赛。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近日，我省农村住房
改造又传来好消息。为改善农村困难群众住房
条件，我省加快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步伐，争取实
现农牧民危旧房屋改造“清零”的目标。为进一
步提高基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的工作业务水
平，全面做好2019年村镇建设工作，近日，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组织举办全省村镇建设工作培训
班，各市（州）、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及新农办
共计60余人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中，围绕农牧民危旧房改造及“清
零”工作、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工程、高原美丽
乡村建设和农村危房改造脱贫攻坚农户档案信
息检索系统录入等村镇建设工作，全面讲解了
国家及省上政策规定，明确了工作内容和相关
要求。据了解，今年要实现危房改造“清零”目
标，各地要把农牧民危旧房改造作为今年行业

部门的中心工作，要在当前集中摸排建档立卡
贫困户等4类重点对象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健
全危房改造到户台账，将2019年4类重点对象
危房存量信息录入到“农村危房改造脱贫攻坚
三年行动农户档案信息检索系统”，抓紧做好开
工建设，并于年底前全部竣工，确保实现行业扶
贫“清零”任务。

同时，今年我省还将启动实施以农牧民住
房围护结构节能保温和户用水冲厕所改造等为
主要内容的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工程，以此作
为进一步提高农牧民居住品质的重要举措，各
地将坚持政府引导、村民主体的基本原则，在尊
重农牧民安居需求和农房建设实际的基础上，
通过实施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工程，实现农牧
民住房从“有没有”和“保安全”向“好不好”和

“配套实用”转化。

加大排查力度提高防范风险意识

今年我省力争实现

农牧民危旧房改造“清零”

切阳什姐斩获国际田联竞走挑战赛冠军

本报讯（记者 王瑞欣）日前，记者从省自然
资源厅获悉，为加快推进全省各类土地整治项
目建设，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
强化耕地保护责任，我省将全面启动永久基本
农田划定成果核实整改及储备区划定工作。

耕地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划定永久基
本农田是防止耕地“非农化”的基本保障，更是
市民菜篮子、米袋子的保护罩。记者了解到，我
省此次开展的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核实整改
及储备区划定工作，是在现有工作基础上调整
完善，划定永久基本农田要坚持“优进劣出”，绝
不允许借规划调整完善之机随意改变原有基本
农田布局，更不允许将不稳定耕地、劣地、坡地、

生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同时，要处理好建设
占用、矿业权设置、生态建设等与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之间的关系，切实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
态“三位一体”保护，牢牢守住耕地红线和永久
基本农田控制线。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是实施藏粮于地战略
的重大举措，也是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手
段，在下一步工作中，省自然资源厅将把规划确
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全面落实好，确保
划足、划优、划实，将管控性保护、建设性保护和
激励约束性保护统筹起来，确保永久基本农田
划定成果核实整改及储备区划定工作顺利完
成。

我省启动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划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