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巍巍大别山，绵延于鄂豫皖三省
交界地区，横亘于神州大地腹地。

英雄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孕
育了著名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两支
参加长征的部队源于此。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
魂。大别山于中国，是地理坐标，更是
精神力量，鼓舞着一代代后来人接续
奋进，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迈向民族复兴的不竭动力。

坚守信念，28年红旗不倒

“只要我不死，就要闹革命！”黄麻
起义时担任赤卫队队长的程儒香牺牲
前口含鲜血大声疾呼。

1927 年 11 月 13 日，黄麻起义
爆发，打响了鄂豫皖地区武装反抗
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此后，以
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逐步形成。

1928年初，程儒香被捕。在滴水
成冰的雪天里，敌人将他裸身露体钉
在树上，逼其交出共产党员和赤卫队
员名单。程儒香非但没有屈服，还厉
声痛斥敌人，最终在受尽酷刑后壮烈
牺牲。

在整个大别山革命历史中，像程
儒香这样不怕牺牲的英烈并不是个
例。在极其艰苦的斗争形势之下，面
对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和威逼利诱，
是什么令他们如此无畏？

“砍头只当风吹帽，甘洒热血绘锦
绣”“共产党为穷人翻身，是劳苦大众
的”“共产党好，为革命流血值得”……
先烈们牺牲前写就的壮烈诗文、发出
的声声呐喊道破答案，在大别山上空
久久回荡。

坚韧不拔的精神、矢志不渝的信
仰，激励着大别山区共产党人奋勇向
前，成为他们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最
强大武器和力量。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永不熄
灭。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1927

年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到
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大别山区人民
在党的领导下，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
和22年革命武装斗争不间断的传奇，
近百万人为此献出宝贵生命。

“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
底，决不让大别山革命的红旗在我们
手中倒下！”自1928年开始长期坚持
在大别山地区开展革命斗争的“大别
山的儿子”刘名榜，曾这样鼓励战友。

勇当先锋，胸怀全局肯担当

在参加长征的四支红军部队中，
有一支虽不是最早出发却最早到达，
并实现了长征途中人数不减反增、成
功创建革命根据地壮举的队伍。这就
是重建于大别山地区的“北上先锋”红
二十五军。

“共产党员跟我来！”红二十五军政
治委员吴焕先带领着这支队伍冲锋在
前，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在战
略上牵制敌军力量，有力配合了中央红

军主力的北上行动。毛泽东称赞，红二
十五军“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大功”。

吴焕先这一声呐喊至今听起来仍
振聋发聩。红二十五军勇当先锋、胸
怀全局的奉献精神和伟大品格，深植
于大别山区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血
脉之中。

1947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率
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千里
跃进大别山。

面对国民党军队调动主力回援、
围困敌军增至约20万人的极端艰苦
斗争形势，刘邓大军毫不退缩。

邓小平这样激励部队：我们在大
别山背重些，其他部队和地区就能大
量歼灭敌人和深入开展工作，这对全
局极为有利，我们再削弱再吃苦也要
坚持住。

鲜血染红了大别山的沟沟岭岭，
染红了中原大地！刘邓大军在大别山
的战略展开如同一枚钉子楔入国民党
的战略纵深，实现了解放战争由战略
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伟大历史转折。

在关键时刻冲锋在前，在组织需
要的时刻甘于牺牲、顾全大局，是大别
山精神的鲜明体现。

团结一心，朴诚为民守本色

在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
有一面青砖墙。墙上誊抄着《中国
（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土地
法令（草案）》。

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土地法。
1932年初，土地法传到鄂豫皖革命根
据地，当地苏维埃主席请秘书将全文
誊抄在墙上，进行广泛宣传。

这面墙，承载着无数农民成为土
地主人的期盼，见证了共产党人为人
民谋幸福的不变初心。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
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从红军公田碑到《粮草通知》，从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到“损坏东西要
赔”“不打人骂人”……党和军队始终

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与人民群众结成鱼水一般的情
谊，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大别山上一根藤，藤缠树来树缠
藤。红军好比山上树，穷人好比树上
藤。藤离树来无处挂，红军是咱救命
人。”这首大别山地区曾经传唱的红色
歌谣，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
队与人民一条心的生动写照。

得民心者得天下。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鄂豫皖苏区能够28年红旗不
倒，新四军能够在江淮大地同敌人奋
战到底，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能
够站住脚、扎下根，淮海战役能够势如
破竹，百万雄师过大江能够气吞万里
如虎，根本原因是我们党同人民一条
心、军民团结如一人。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
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张灯又结彩
呀，光辉灿烂闪出新世界……”

90多年前，红色歌谣《八月桂花
遍地开》描绘了乡亲们庆祝苏维埃政
权诞生的热闹场景，表达了他们翻身
做主人的喜悦之情，也昭示了大别山
的未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
在大别山精神的指引和鼓舞下，一代
代大别山人艰苦奋斗、团结一心，为了
更加美好的新生活不懈努力。

2018年8月，鄂豫皖苏区首府所
在地河南省新县、黄麻起义策源地之
一湖北省红安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2020年4月，地处大别山腹地的安徽
省金寨县正式甩掉“穷帽”。

如今，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新征程上，大别山精神正迸发强大
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
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把红
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红旗不倒，火种绵延。大别山精
神将继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把革命
先烈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伟大事业
奋力推向前进。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记者
孙楠）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红旗不倒 火种绵延
——大别山精神述评

这是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附近的英雄山上的“红旗飘飘”主题雕塑。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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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疫情防控
北京：

本轮疫情传播途径
主要以家庭接触传播为主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3日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德尔塔变异株
传染性强，北京本轮疫情传播途径主要以家庭接触
传播为主，其次为棋牌聚集传播，两种途径约占
70%。目前已有多个家庭共同居住人员全部感染。

11月3日，在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街道皇庭广
场核酸检测点，医务人员在为市民进行核酸检测。

据重庆市卫健委11月3日通报，重庆市报告
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例，新增本地无症
状感染者2例。重庆市已加强疫情防控措施，组
织市民有序开展核酸检测。 新华社发

重庆：

新增本地确诊病例4例

11月3日15时43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远征一号S上面级，成功
将遥感三十二号0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
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我国成功发射
遥感三十二号02组卫星

中宣部授予肖文儒
“时代楷模”称号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大力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理念，中央宣传部以
云发布的方式，向全社会宣传发布肖文儒同志的
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肖文儒，男，汉族，1962年8月生，山西朔州人，
中共党员，现任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副主任
兼总工程师。他参加工作38年，一直从事矿山安全
生产和应急救援工作，从一名普通的救护队员做起，
练就了精湛的矿山救护技术、高超的应急救援本领，
成长为一名杰出的矿山救援指挥专家。他先后参
加、指挥和指导矿山、隧道、山体垮塌等事故灾难救
援700多起，多次冒险深入矿难现场，科学制定救援
方案，成功解救被困群众1000多名，在陕西王家岭
煤矿特大透水事故、辽宁阜新万达煤矿透水事故、
山东栖霞笏山金矿重大爆炸事故等多起重特大矿
山事故救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牵头或参与制
定矿山救护、培训管理、资质认证等多项制度规程，
为提高我国矿山安全生产的科学化、专业化、智能
化、精细化水平，增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维护社会
公共安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

肖文儒同志的先进事迹经媒体报道后，受到社
会各界高度关注。大家表示，要以“时代楷模”为榜
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立足两个大局，心怀“国之大者”，深入贯彻中央
人才工作会议精神，为党和人民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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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宣传推广垃圾分类知识，
提高居民垃圾分类意识，11月 3日下
午，位于海口市万达广场的秀英区垃圾
分类宣教体验馆正式开馆。该体验馆
的成立，将成为海口市垃圾分类工作宣
传的新阵地，致力于让更多居民了解垃
圾分类再利用的好处，增进居民与生活
垃圾分类的互动体验，让垃圾分类更深
入人心。

当天下午，秀英区垃圾分类宣教体
验馆迎来首拨参观体验者，大家通过做
游戏等有趣的互动方式学习垃圾分类
知识。“体验馆设计互动性强，集知识
性、趣味性及互动性于一体。通过体
验，我们也更加了解垃圾分类和垃圾处
理的相关知识，对垃圾分类知识熟记于
心的过程更轻松、更愉快。”参观了垃圾
分类宣教体验馆的市民曾女士说。

笔者在现场看到，该体验馆占地约
30平方米，由形象墙、垃圾分类设施体

验区、互动体验区、互动触摸体验、造型
展墙组成，集知识性、趣味性及互动性
于一体。体验馆的外墙上，配置了智能
垃圾分类箱，分为有害垃圾、可回收物、
其他垃圾、厨余垃圾4个窗口。市民扫
描二维码信息，通过语音提示功能，就
能选择开启不同的分类箱。投放完毕，
箱门关闭后，智能垃圾箱会对所投放的
垃圾进行称重，作为用户的积分。“智能
垃圾分类可回收箱内部集成了无线数
据传输模块、传感器模块、称重模块，结
合平台功能，实现了对垃圾分类回收箱
的智能化管理。”海口市秀英区环卫局
业务室主任蔡赞恒介绍说。

走进馆内，便是垃圾分类互动体验
区。体验馆围绕垃圾分类主题设置了
多个互动游戏环节，将垃圾分类知识与
趣味竞技游戏项目相融合，通过寓教于
乐的互动体验，让市民“在玩中学，在玩
中悟”，激发群众主动参与垃圾分类的

乐趣，深入了解生活垃圾分类知识。
当天下午，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超

级保龄球”“一拍击中”等趣味互动游
戏，吸引不少路过的市民前来参加。刚
刚放学的小学生王莹莹拿着互动游戏
后收获的“战利品”高兴地说，学校经常
安排以垃圾分类为主题的班会课。今
天问的垃圾分类的知识根本难不倒
她。在家里，看到父母把垃圾分错类，
她还能主动指出纠正。

据介绍，垃圾分类体验馆通过免费
向居民开放，以实物、图片和视频等方
式向大家展示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分类
方法及后期处置过程，让大家更加直
观、深入地了解生活垃圾如何转变成再
生资源，从而更好地引导公众参与到垃
圾分类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活动中
去，进一步促进海口市垃圾分类宣传教
育常态化发展。

（策划/撰稿 贾嘉 陈创淼 崔梅丽）

集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于一体

海口市秀英区垃圾分类宣教体验馆开馆

➡海口市秀英区垃圾分类宣教体验馆外
景。 崔梅丽 摄

⬆海口市秀英区垃圾分类宣教体验馆，
市民游客通过做游戏等有趣的互动方式学习
垃圾分类知识。 崔梅丽 摄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11月2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听取国务院第八次大督
查情况汇报，要求围绕市场主体需求、
群众关切和用好政府资金抓实工作；
审议通过“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规划，促进乡村振兴和农民收入较
快增长。

会议指出，围绕落实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要求，近
期国务院在全国16个省（区、市）开展
实地督查。督查工作创新方式、直插
基层，既注重督促政策落实，又注重帮
扶地方、企业解决问题。从督查情况
看，今年以来各地坚决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
效。下一步，各地各部门要抓好既定
政策落实和督查发现问题整改，依法
依规问责，确保整改到位，进一步增强
工作针对性、有效性，保持经济运行在
合理区间。

一要切实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
难。对一些地方减税降费打折扣、大
宗商品价格高涨推升成本、拖欠中小
微企业账款等问题，要采取措施推动
解决。面对经济新的下行压力和市场
主体新困难，有效实施预调微调。

二要努力化解民生堵点痛点，把
民生期盼放在心上，解决好督查中发
现的有的地方拖欠义务教育教师工资

和医疗、老旧小区改造等方面民生实
事没有办好办实问题。回应群众关
切，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做好肉
蛋菜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保供稳价工
作。采取有效措施保群众温暖过冬，
保经济平稳运行和就业稳定。

三要规范有效用好政府公共支
出。杜绝“面子”工程，注重“里子”建
设，把宝贵的财政资金用在支持市场主
体和保障基本民生上。会议要求，力戒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不作为
乱作为、“庸政”“懒政”等行为。对地方
实施成效大、企业和群众欢迎的举措加
以推广，对地方反映的需要帮助解决的
问题，相关部门要研究拿出办法。

会议指出，“三农”工作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中之重。

“十四五”时期，要立足国情农情，遵循
规律，因地制宜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增强农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保障
能力，持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一是稳定农业生产。加强耕地保
护与质量建设，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保
持粮食产量在1.3万亿斤以上，保障
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提升储备和
市场调控能力。

二是提高农业质量效益。支持农
业科技基础研究。聚焦种子、农机装
备等加快研发创新。培育壮大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健全专业化社会化服务

体系。
三是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健全乡村产业体系，把更多就业
机会和增值收益留给农民。推动农业
与旅游、教育等融合。支持大中专毕
业生、科技人员、工商业主等返乡入乡
在乡创业。

四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
高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
务质量。

五是加快农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改革，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农村。

六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改善脱贫地区发展
条件。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

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 化解民生堵点痛点
审议通过“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促进乡村振兴和农民收入较快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