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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
更为艰苦的努力
——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1·5”
重要讲话

■ 人民日报评论员

“我们要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
伟大斗争，准备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朝着我们党确
立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1月5日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告诫全
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
为艰苦的努力，号召全党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
神投入工作。铿锵的话语，殷切的嘱托，彰显了马
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政治自觉和使命自觉，对于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把力量凝聚到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
的目标任务上来是有力的思想动员和精神鼓舞。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
鼓就能实现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极不平凡的历程表
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不是轻轻松
松、敲锣打鼓就能进入的。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
和深刻变化的国内形势下，党和国家事业所取得的
成就、所发生的变革，有些是前所未有的，有些是振
聋发聩的，有些是荡气回肠的，有些是惊心动魄的，
哪一项要实现都不容易，都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
政治胆魄，也都需要精心谋划和顽强毅力。前进的
道路不可能一马平川，唯有做好付出更为艰巨、更为
艰苦努力的充分准备，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
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我们才能不断跨越“雪山”、征
服“腊子口”，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和日益复杂的斗争，我
们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党的十九大报告开宗明
义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反复讲这个道理，目的就是提醒全党不
要忘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
题，不要在艰巨任务面前畏首畏尾、缩手缩脚，不
要在斗争中迷失自我、迷失方向，清醒而执着地咬
定目标奋勇前进。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
国家，当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是走资本主义
道路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建成的现代化强国
时，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中国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
将更加充分展示出其历史意义。全党同志务必保
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奋力进行伟大斗争、建设
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
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从现在起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只剩下3年时间，到本世纪中叶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只有 30 多年时
间。要实现党的十九大描绘的美好蓝图，时间紧、
任务重、风险挑战多。唯有拿出时不我待的紧迫
感、只争朝夕的精气神、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不驰
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踏踏实实，稳扎稳打，才能把
各项工作不断推向前进。只有走在时间前面，才
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迎来东方的第一缕晨曦。

今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线已经
明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正在破浪前行。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1·5”重要讲话精神，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以一以贯之开拓进取的姿态激发新作为，以时不
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肩负新使命，不断开创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国一定有个
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2008 年，79岁的侯云徳被任命为“艾
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
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他领导全体专家
组，顶层设计了我国降低“三病两率”和应
对重大突发疫情的传染病预防控制的总
体科技规划。

“三病两率”指艾滋病、病毒性肝炎和
结核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专项设立之
初，我国传染病发病人数和种类均居全球
首位。

“侯老在战略上抓住防控链条关键环节
——检测、筛查和鉴定病原体；战术上提出传
统技术与前沿基因组学、生物信息、蛋白质组
学交叉整合。”金奇说。

在侯老等众多专家、医务人员多年努
力下，我国建立起 72 小时内鉴定和筛查
约 300 种已知病原体和筛查未知病原体
的检测技术体系，在突发疫情处置中“一
锤定音”。

这张人民健康防御网牢不牢？实战，是
检验标准。

——2009年，全球突发甲流
疫情，我国87天率先

研发出甲流疫苗；
——2013年，我国在全球首次确认并成

功应对人感染的H7N9禽流感疫情，4天内成
功分离并锁定病毒；

——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掠去数以
万计生命。我国派出传染病防控队伍前往塞
拉利昂，确保零感染零输入，实现传染病防控
的关口前移；

——2015年，一名中东呼吸综合征的韩
国患者进入我国，被监测网络快速发现、确
诊、隔离。“疫情不会在中国蔓延。”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院士给出“定心
丸”……

跟病毒搏击了一辈子，侯云德从不懈
怠。“如果让我对年轻人说点什么，就是要学
点哲学。哲学是规律的规律，在更高层次指
导科研。认识实践再认识，直到无穷。”

（据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记者余晓洁）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记者
余晓洁 胡喆）时隔11年，2017年度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迎来“双
响”——唐本忠院士为第一完成人
的“聚集诱导发光”和李家洋院士为
第一完成人的“水稻高产优质性状
形成的分子机理及品种设计”双双
折桂。其中，“聚集诱导发光”研究
被学界评价为香港和内地科研交流

融合的典范。
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2018年1月8日在京举行。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有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自1999年科学技术奖
励制度改革以来，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秉持“慎之又慎、宁缺毋滥”的高标准
原则，曾9年空缺，距2006年产生两
个一等奖已有11年。“值得关注的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都有自然科
学奖一等奖项目问世。奖项从较为
集中的基础物理学领域，扩展到化
学、生物学，呈现‘多点开花’之势，创
新引领领域更加多元。”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
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如
同一条河流，基础研究是“上游”，决
定着“中游”的技术创新和“下游”的

技术推广和产业化。国家自然科学
奖正是奖励那些在基础研究和应用
研究领域，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
律，作出重大科学发现的个人。

从赵忠贤院士领导铁基高温
超导体研究到潘建伟院士团队的
多光子纠缠及干涉度量研究，从王
贻芳院士领衔发现中微子振荡新
模式到聚集诱导发光和水稻分子

设计育种研究脱颖而出……近年
来，我国基础研究不断进步，局部
已“领跑”全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中国基础研究在世界版图
上的地位持续上升，赢得国际社会广
泛认同。我们抢占了一些“山头”，但
在更多尖端领域的“大山头”，尚需战
略布局并持之以恒攻关。

一度空缺9年，距上次产生两个一等奖已有11年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喜迎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研讨班结业

据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新进中央委员会
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研讨班8日下午在中央党校结业，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结
业式并作总结讲话。他表示，要牢牢把握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灵魂，增强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深入领会
新时代、新思想、新矛盾、新目标对党和国家各项
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

研讨班期间，全体学员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认
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联系实际深入研讨，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要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要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
贯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
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王沪宁表示，今年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要按照党中央部署和习近平总书
记要求，带头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做到学懂
弄通做实。要提高政治站位，提高把握政治大局和
政治方向的能力，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
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
路上坚定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要树立历史眼光，从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中，从党的奋斗
史、中华民族史和世界社会主义演进、人类社会发
展的历史长河中，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坚持问题导向，在真抓实
干、破解难题中开拓事业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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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火药重焕荣光的
中国诺贝尔
——记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王泽山院士

与病毒斗了一辈子的
防疫英雄
——记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侯云德院士

执着科研60余年，他不搞科研就会“犯瘾”；立志复兴中国火炸药，80
多岁的他仍奋战在科研一线，一年一半时间在出差；外出度假，他会和老伴
“约法两章”：“你正常出去玩，我正常在房间工作”……他就是8日获得2017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泽山。

比炸药发明者诺贝尔晚出生一个世纪的王泽山，在火炸药研究方面的
贡献堪称“中国的诺贝尔”。60多年专注火炸药研究的他“用科学研究科
学”，走一条自己的路，做出超越国外水平的原创成果，让中国古代“四大发
明”之一的火药在现代重焕荣光。

时间回到一年前。在2016年度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王泽山发明的“远程、低
过载、等模块”发射装药技术，使我国身管武
器的射程、最大发射过载、炮口动能等核心指
标世界领先，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远射程与模块发射装药是火炮实现“高
效毁伤、精确打击、快速反应、火力压制”的关
键技术，也是火炮系统现代化的重要发展方
向。这一世界性难题，虽经多年研究，但至今
国际上未能完全解决其中的核心问题。

彼时已到退休年龄的王泽山偏要啃下这
块“硬骨头”。经过20多年的钻研，他独创补偿
装药理论和技术，通过实际验证，我国火炮在应
用该技术发明后，其射程能够提高20％以上，
弹道性能全面超过所有国家的同类火炮。

这并非是王泽山首次获得国家技术发明

奖一等奖。时光倒回到1996年，他发明的
“低温感度发射装药与工艺技术”同样摘此殊
荣。时至今日，其材料工艺、弹道和长储等性
能仍全面优于国外技术。

和平年代，硝烟渐远，但那些储备超期的
火炸药却有可能对环境和社会构成重大危
害。早在上世纪80年代，王泽山率先攻克了
废弃火炸药再利用的多项关键技术，在减少
环境污染、降低安全隐患同时，变废为宝，探
索了军民融合发展的新路。

60多年坚持不懈，王泽山不仅撰写出版
著作15部，建立了“发射装药学”，还主持编
写高校火药学系列教材10部410万字，先后
培养了90余名博士研究生，其中不少人已成
为我国火炸药学科、技术研究以及国防领域
的领军人才。

世上那么多有趣的事情，为什么王泽山
却选择了冷门的火炸药专业，并且一干就是
一辈子？面对记者的疑问，这位82岁的老院
士讲起了小时候的刻骨经历。

1935年，王泽山出生于吉林。小时候父
亲经常悄悄提醒他，“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
是中国。”

“不做亡国奴，就必须有强大国防。”父亲
的话让王泽山从小就暗下决心。1954年的
夏天，王泽山以第一志愿报考了哈军工，并成
为班上唯一一名自愿学习火炸药的学生。

64年时光飞逝，从翩翩少年到耄耋老
人，王泽山强军报国的初心始终没变。

“直到现在，王老每年仍有一半时间在出
差，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2个小时以上。”秘书
廖昕拿着每天满满的工作安排，心疼周末从
不休息的王泽山，“所以他没有星期几的概
念，说起时间都是几月几号。”

在同事和家人眼中，王泽山是一个科研重
度“成瘾者”。“如果他的大脑不想问题，一会儿
就会浑身不舒服，就像犯了烟瘾。”王泽山的学

生、原南京理工大学校长徐复铭教授告诉记者，
王院士生活中因为想问题而经常走神，有时到
一个地方办事，从前门进来又从后门出去了。

采访中，王泽山透露了和爱人的“约法两
章”。“我工作的时候，相互之间不打扰。遇到
春节等长假，我们约定外出旅游。到了地方，
她正常出去玩，我正常在房间工作。”王院士
轻描淡写的“正常”，逗笑了在场所有人。

“如果说我取得了一点成绩，那是因为国家
给了机遇，自己争取了科研时间，用了科学方
法，依靠了集体智慧。”王泽山说，如今搞科研，
很多人会习惯性地去参照国外的解决方案和研
究进展，但他总希望“用科学研究科学”走一条
自己的路，做出超越国外水平的原创成果。

刚领完奖，这个荣誉等身的“80后”老院
士又雄心勃勃向着新目标发起冲击，“无烟火
药出现100多年来一直没有解决无溶剂制造
工艺的难题，我们正计划用一种颠覆性发明
取代现有的技术。”

（据新华社南京1月8日电 记者凌军辉
胡喆 朱筱）

他让我国火炮射程提高20％以上

60多年只做一件事

A

B

SARS、甲流、寨卡、埃博拉……百姓对病毒“谈虎色变”。“猛虎”侵入人
体细胞后，大肆破坏人体“化学工厂”，让人体细胞无法正常生长，甚至取人性
命。侯云德痛恨曾夺去长兄生命的传染病，从小立志学医，不让“猛虎”伤人。

道固远，笃行可至；事虽巨，坚为必成。
与病毒“斗”了一辈子的防疫英雄侯云德，8日在人民大会堂站上了中国

科学技术最高领奖台。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
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年近九十还在上班。

今天，我们一同走近他。

一举“拿下”仙台病毒 破格直升博士

侯云德1929年生于常州，小时候半工半
读，养过鸡摆过摊，仍成绩优异。

1958至1962年，他在苏联医学科学院
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
位。一到所里，侯云德就遇上“大事”，动物房
小白鼠大量死亡，专家束手无策。他决心找
出“真凶”。

通过仔细调查和反复试验，侯云德判断
“罪魁祸首”是仙台病毒。采纳他“清理动物
房所有动物，彻底消毒环境，切断传播链”的
建议后，实验室恢复运转。

“小鼠可能感染几百种病毒，不同病毒
分离手段也不一样。如果没有扎实的科学
功底，盲人摸象去试，猴年马月才能出结
果。”侯老学生、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
学研究所所长金奇说，“很多东西看似偶然

实则必然。”
留苏三年半，侯云德发表了17篇学术论

文。苏联高等教育部破例越过副博士学位，
直接授予他苏联医学科学博士学位。

侯老不惧挑战。我国科学家30年代就
选育出痘苗病毒天坛株，用它生产的疫苗曾
为我国消灭天花做出过巨大贡献，但基因背
景仍未研究清楚。侯老十年磨一剑，完成了
痘苗病毒全基因组测序与分析。这是当时国
内完成的最大基因组全序列。

“侯老的勤奋让人叹服。他独立编著的
《分子病毒学》长达105万字，被奉为病毒学
‘圣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
控制所党委书记兼法人代表武桂珍说，老先
生毅力惊人，至今坚持编译学术前沿信息，累
计编译超过500册。

编织传染病防控网 在突发疫情处置中“一锤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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