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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的北京碧空如洗，宽阔的长
安街上阳光铺洒。坐在礼宾车内，84
岁的钟南山望着窗外，凝神长思，目光
坚毅。

9月8日上午，西长安街。
在 21 辆摩托车组成的国宾护卫

队护卫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
山和“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
者张伯礼、张定宇、陈薇，一同乘坐礼
宾车从住地出发，前往人民大会堂，
出席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
会，等待接受习近平总书记向他们颁
授勋章和奖章。

这是彰显党和国家无上尊崇的光荣
时刻，这是必将铭刻在民族集体记忆里
的历史瞬间——

国之英雄，当以国礼待之！
8时30分许，身姿挺拔的钟南山，温

文尔雅的张伯礼，因身患“渐冻症”步履
蹒跚却沉着有力的张定宇，身着军装的
陈薇，依次登上礼宾车。

车灯闪烁，车队严整。载着英雄的
礼宾车稳速前行的画面，通过电视直播
传遍大江南北。

“国家的功臣，人民的英雄，他们当
之无愧！”

千里之外，长江之畔，家住武汉市江
汉区积庆社区的新冠肺炎康复者王先
生，正与家人一起观看直播。电视机前
的他眼眶湿红：“回想过去几个月，太不
容易了，我们终于挺过来了！”

从京西宾馆到人民大会堂，不到10

分钟的车程，让人们忆起过去8个多月
极不平凡的历程——

载着英雄的礼宾车队，驶上复
兴路。

十里长街，见证共和国沧桑巨变。
中华民族在不惧风雨、勇往直前的征程
中，实现了改天换地的伟大跨越，迎来
了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当百年不遇
的全球大疫骤然袭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14亿中国
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谱写了气壮
山河的英雄史诗。

载着英雄的礼宾车队，驶过复兴门。

复兴门桥下的北京西二环，车水马
龙。此刻，这四位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
称号获得者坐在礼宾车内，金秋的阳光
映在他们的脸上。

共 和 国 不 会 忘 记——“ 健 康 所
系，性命相托。”在参与抗击非典 17
年后再度临危受命，鬓发花白的中国
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挤上高铁餐车星
夜逆行赶赴武汉的身影，作出病毒存
在“人传人”这一关键性判断的勇毅
担当……

共和国不会忘记——“国有危难，
医生即战士。”苦战江城 80 余天、把

“胆”留在武汉的中医专家张伯礼，指
导中医药全程介入新冠肺炎救治，主
持制定的中西医结合疗法成为中国方
案的亮点。

共和国不会忘记——“我必须跑得
更快，才能跑赢时间。”身处疫情“风暴之
眼”，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以

“渐冻”之躯冲锋在前，与死神抢夺一个
个鲜活的生命。

共和国不会忘记——“疫情在哪里，
我们的实验室就在哪里。”军事科学院军
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陈薇，带领团队为
疫苗药物研发昼夜攻关，用科学的武器

降服疫魔。
敬礼！
长安街两侧站立的公安民警，向

礼宾车队庄严致礼。这是对国之良
士的由衷敬意，这是对抗疫英雄的深
挚赞誉。

载着英雄的礼宾车队，驶过新华门。
“为人民服务”，新华门内影壁上镌

刻的五个大字，熠熠生辉。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出生

30多个小时的婴儿到 108岁的老人，
不放弃每一个感染者，不惜一切代价
救治生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初心本色

的深刻写照。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9000 多

万名党员，460 多万个基层党组织，
世所罕见的组织动员，将亿万人民凝
聚在党的旗帜下，激发全民战“疫”的
磅礴伟力。

载着英雄的礼宾车队，抵达人民大
会堂。

此刻，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迎风
招展，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矗立。

在迈向复兴的壮阔征程中，多少慷
慨悲歌、多少苦难辉煌，每当危急时刻，
总有英雄挺身而出，引领中华民族艰难
中奋起、坎坷中前进。

疫情尚未平息，大考仍在继续。在
抗疫斗争中凝结升华的抗疫精神，必将
激励我们在新长征路上，越是艰险越向
前，斗罢艰难又出发。

大会堂北门外，高擎红旗的礼兵
分列道路两侧，礼宾车沿着坡道驶到
台阶前。

此刻，红旗高扬，鲜花吐蕊。鲜艳的
红毯从大会堂北门铺下，肩枪礼兵在台
阶上庄严伫立，迎候四位国家勋章和国
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的到来。

此刻，“欢迎欢迎，国家功臣，向您致
敬”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深情的《红旗
颂》澎湃回荡，新时代的人民英雄拾级
而上，步入国家殿堂，接受党和人民的
最高礼赞！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记者邹伟
朱基钗 梁建强）

致敬——以共和国名义！

彰显党的领导和社会
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热
烈。习近平总书记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奖章。

“这次获得勋章，我心里想的更多
的还是沉甸甸的责任。”“共和国勋章”
获得者钟南山院士说，在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在全国人民同舟共济共同奋斗
下，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
成果。现在还没有取得抗击疫情的完
全胜利，全世界疫情还在发展，接下来
我们要更努力。

“我是党员我先上”“疫情不退我不
退”。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
共产党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
主心骨。

“90后”的中国化学工程中化二建
集团医院护士长刘晓芳，疫情期间紧急
驰援武汉，并在抗疫前线火线入党。

“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
我更深刻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
为中心的价值追求。我将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的嘱托，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不畏艰
险、冲锋在前，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
命运。”她说。

“这场战‘疫’，党的政治优势、组织
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不断转化为强
大治理效能，有力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在大会上发言的
武汉市青和居社区党总支书记桂小妹
说，“总书记提出要加快补齐治理体系的
短板弱项。现在，112名党员干部常态
化下沉我们社区，轮流帮助工作，服务居
民的力量更强了。我们要用心用情服务
好群众，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双胜利’贡献最大力量。”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
出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在抗击疫
情的最前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第
一时间响应党中央号召，冲锋在前、迎难
而上。

“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一线高高
飘扬。”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环路北社区
党委书记盛筱榆说，在社区防疫工作中，
我们要充分发挥一线党员干部先锋模范
作用，保持定力、慎终如始，以更坚决的
态度、更果敢的措施、更扎实的作风，为

群众解决好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展现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的伟大力量

春去秋来，紧邻长江的武汉江夏区
长江村繁忙依旧。3000多亩菜地里，毛
白菜、生菜等蔬菜长势喜人。

在疫情防控关键期，生鲜物资调运
困难，这里担负着武汉市100多个社区
的蔬菜保供任务。

“出门干农活有无交叉感染风险？
货车往来城郊会不会把病毒带进村？那
时都不知道。但如果不能按时按量供应
新鲜蔬菜，很多市民将无菜可吃。”长江
村党支部书记陈定发说，关键时刻，一方
有难，必须八方支援。如果没有万众一
心、同甘共苦的团结伟力，就不会在抗击
疫情斗争中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武汉市民祝科的思绪又回到了那段战

“疫”时光，回忆起当时的“遍地英雄”。
“白衣战士们勇往直前无惧生死，社

区网格员们解民忧暖民心，公安民警坚
守岗位，环卫工人不避风险，志愿者们竭

尽所能，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奉献筑起了
疫情防控的钢铁长城。”在祝科眼里，面
对这场史无前例的重大疫情，武汉人民
乃至全国人民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韧性和坚强。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
才弥足珍贵。在这场历史大考中，中华
民族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
充分展现，凝聚成伟大抗疫精神，转化为
强大的抗疫力量。

疫情袭来时，郝莺歌还是河南新乡
医学院三全学院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一
名大四学生。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正在武汉实习的她毅然选择留了
下来，负责部分关于新冠病毒样本的核
酸检测工作。

“用臂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
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
望。”郝莺歌说，“总书记对青年勉励的
话，激励我们弘扬抗疫精神，练就过硬本
领，建功伟大时代，奋力谱写壮丽的青春
之歌。”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中国铁建铁四院副院长张浩难掩激动心
情：“我们必须继续发扬伟大抗疫精神，

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把合力抗疫凝聚的
精神力量发扬光大，不断推动中国社会
向前发展。”

持续努力夺取抗疫斗争
全面胜利

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夺取抗疫
斗争全面胜利还需要付出持续努力。

“要构筑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完善
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平战结合的重
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这既是总书记的
殷殷嘱托，更是医卫界和科技界人士继
续努力的方向。”江苏省支援湖北疫情防
控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南京医科大学
附属逸夫医院院长鲁翔说，表彰大会不
仅是党和政府对抗疫人员的鼓励认可，
更提醒全社会关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并
加大投入，使我国的疫情防控体系更加
完善，公共卫生体系更加强大。

在武汉雷神山医院奋战45天后又
转战舒兰，长春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冷向
阳亲身经历了中医药特色治疗给患者带
来的改变。

“加强公共卫生建设，必须发挥中医

药的优势。”冷向阳说，我们将不断提高
中医院应急与救治的能力，构建日益完
善的公共卫生体系，为百姓提供更高品
质的中医药服务。

今年4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决
定以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为主体
设置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
带动提升全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
力和医疗救治水平。

华中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同济医
院院长王伟说：“同济人将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嘱托，不辱使命，全力搭建好平台，
汇聚各方人才，提高应急处置能力，为构
建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长效防控机制
作出贡献。”

疫情防控中，科研、临床、防控一线
相互协同和产学研各方紧密配合，为战
胜疫情提供了强大科技支撑。

“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今后更
应不断攀登科学的高峰，用科学来抗击
疫情，把伟大抗疫精神带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当中，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
更加强大。”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兰
娟院士说。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披荆斩棘、奋勇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蕴含深刻启示、鼓舞信心力量

“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勠力

同心、锐意进取，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奋力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披荆斩棘、奋勇前进。

“什么是最大的人权？我们保住了
这么多人的命，这是我们最大人权的表
现。”新学期开学之际，中国呼吸疾病研
究领域的领军人物钟南山通过电视动情
地说。

这是全国中小学生特殊的“开学第
一课”。今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席卷全国，84岁的钟南山再次迎疫
而上，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的理念。在非典型肺炎和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中，他敢医敢言，勇于担
当，提出的防控策略和防治措施挽救了
无数生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敢医敢言：科学只能实事
求是，不能“明哲保身”

今年1月19日，两张照片在网上广
泛流传。一张照片里，钟南山神情疲惫
地靠坐在一列高铁餐车的座位上；另一
张照片，显示了两张1月18日从广州前
往武汉的高铁车票。

两张照片引发网民的强烈反响，因
为就在几天前，钟南山还向全国民众发
出呼吁，希望普通人如果没有迫切需要，
不要前往武汉，但他自己却毅然“逆行”。

1 月 18 日，临危受命担任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组长的钟
南山登上从广州开往武汉的高铁，为
的是查明在武汉报告的一种未知的

“新型肺炎”。
在武汉实地调研后，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确认，这种“新型
肺炎”已经出现“人传人”现象。1月20
日，钟南山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果
断向社会公布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
的情况，拉响了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的警报。

此后，他多次出席新闻发布会，接受
境内外媒体采访，为公众答疑解惑，为一
线战疫注入信心。

“全国帮忙，武汉是能够过关的！武
汉本来就是一个英雄的城市。”1月28
日，在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最为焦灼
的时候，钟南山接受新华社专访时动情
地说。

这并不是钟南山第一次“敢医敢
言”。早在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他就
在“衣原体是病因”几乎已经成为定论的
背景下，以客观事实和临床经验为依据，
提出并证实非典病因是一种新型冠状病
毒。他还面对极大的外部压力，坦言当
时北京的疫情传播没有得到有效防控，
为当时疫情防控工作走上正轨起到了关
键性作用。

“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
身，否则受害的将是患者。书本上没有

的，只能在实践中摸索。”钟南山曾在接
受采访时这样说。

2020年8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签署主席令，授予84岁的钟南山“共和
国勋章”，以表彰他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进程中作出的杰出贡献。“共和国勋章”
建议人选的公示称，在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钟南山敢医敢言，提出存在“人传
人”现象，强调严格防控，领导撰写新冠
肺炎诊疗方案，在疫情防控、重症救治、
科研攻关等方面作出杰出贡献。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钟南山出生于医生之家。父亲钟世
藩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是著名的儿
科专家；母亲廖月琴，同样毕业于北京协
和医学院。

“我读小学时身体比较弱，听说通过
锻炼可以使身体更强壮，所以就喜欢上
了踢球、跑步。”1955年，在广东省的一
次田径运动会上，读高三的钟南山在
400米项目上打破当时的全省纪录，并
在之后的全国比赛中获得第三名。

也是在这一年，钟南山在报考大学

时决定学医。“跟爸爸讨论了半天，他说
学医的话，不单是自己身体要好，而且要
帮别人身体也健康，我于是决定读医
学。”

1955年，钟南山考入北京医学院，
走上从医道路。“我非常佩服运动员的拼
搏精神，其实我们搞医疗也一样，不到最
后，不能放弃。”钟南山说。

从此，“不到最后不放弃”，厚植于钟
南山医生心中。

在抗击非典中，钟南山“把最危重
的病人送到我这里来”那句话，落地有
声、铿锵有力；在抗击新冠疫情中，他再
次作出“绝不放弃任何一个患者”的庄
严承诺。

8月27日，一位使用体外膜肺氧合
（ECMO）辅助支持长达111天的新冠肺
炎患者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
复出院，创造了新的救治奇迹。

“做体外膜肺氧合有风险，很容易引
起出血，也很容易引起凝血，还可能引起
感染，这三个‘关’是很困难的。”钟南山
介绍说，“在救治过程中，只要有一线希
望，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即便看起
来必死无疑的患者，我们还是要像绣花

一样抢救回来。”

传染病无国界，相互支持
少走弯路

“传染病是没有国界的。只要有一
个国家不作干预，全球新冠疫情就不会
消失。”钟南山说。

在一线指导救治的同时，钟南山始
终坚守在国际医学研究一线，第一时间
分享中国的抗疫做法经验。截至6月，
他与10余个国家和地区医学同行进行
了30多场连线……

“通过交流，可让其他国家少走弯
路。”钟南山说，“因为我们走过了艰难的
路，所以要相互支持。”

他表示：“从抗击非典到抗击新冠肺
炎，我国科研攻关能力在战疫中历经锤
炼。如果说抗击非典时我们更偏重救治
患者，此次战疫中我们把科研攻关提高
到与临床救治同样重要的位置。这次，
不单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也写在了
地球大地上。”

今年1月21日，科技部组织召开“新
型冠状病毒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科研攻关

组第一次会议”。会议宣布成立以钟南
山院士为组长、14位专家组成的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
制科研攻关专家组。

2月13日，钟南山团队宣布从新冠
肺炎患者的粪便样本中分离出新冠病
毒；2月14日，在钟南山指导下，呼吸疾
病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中科院广州生
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等研发出新冠病
毒 IgM抗体快速检测试剂盒；2月 28
日，钟南山与全国30多位作者共同完
成“中国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临床特征”研究，并在国际医学期刊《新
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该研究收集了
来自全国552家医院的1099例确诊患
者的临床信息，提出严格、及时地采取
流行病学措施，对遏制疫情迅速蔓延至
关重要。

如今，钟南山带领的广州医科大学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团队已经
在快速检测、老药新用、疫苗研发、院感
防控、动物模型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
果，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9月4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
应钟南山入选世卫组织专家组时表示，
钟南山院士是中国传染病防控领域的权
威专家，享有很高声望，相信钟南山院士
的专业精神和经验将为世卫组织新冠肺
炎疫情应对评估专家组的工作提供帮助
并作出积极贡献。

（新华社广州9月8日电 记者徐金
鹏 肖思思 王攀 徐弘毅）

敢医敢言，生命至上
——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