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
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
上！……”

巍巍太行，壁立千仞。
这里，曾是八路军第一个敌后根据地诞生地，八

路军总部等重要机构长期驻扎在此，留下无数团结
御侮、血战到底的英雄壮歌。

斗转星移，革命先辈用生命和鲜血孕育的太行
精神，深植于这片热土，不断书写感人篇章。

同仇敌忾 勇敢顽强

秋日的太行山脉，层林尽染、景色壮美。
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沦陷，中华民族到了生死

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毅然奔
赴山西抗日前线，在太行山上点燃了抗日烽火，建立
起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长期驻扎在太行
山区，领导和指挥敌后抗日军民建立了晋绥、晋察
冀、晋西南、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进行艰苦卓绝
的斗争。

平型关战斗、雁门关大捷……一个个重大胜利，
打出了八路军的雄威，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
战热情；一大批中华优秀儿女浴血太行，像一盏盏明
灯，照亮民族奋斗、解放的道路。

走进坐落于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的八路军太行
纪念馆，“太行精神，光耀千秋”八个大字映入眼帘。
纪念馆讲解员说，是中国共产党唤醒了广大民众，引
导他们同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保卫了自己的
家园。

纪念馆后的凤凰山巅，“八路军抗战纪念碑”巍
然屹立。

曾任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研究部主任的郝雪廷
说，抗日游击战由山西推向广阔的平原，推向整个华北。抗战军民齐心协力，创
造出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窑洞战等多种游击战形式，使日寇陷入了人民战
争的汪洋大海。

不畏牺牲 乐于奉献

“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太行山，浸透无数英雄儿女的热血。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记录着这样一组数据：当年只有 14 万人口的武乡县，

就有 9 万多人参加各种抗日救亡组织，1．4 万多人参军参战，2 万多人为国捐
躯。

1941 年至 1943 年，晋绥边区遭受了空前的自然灾害，加上敌人封锁破坏、
人口迁移等原因使劳动力锐减，群众和部队的吃饭、穿衣都出现了严重困难。

根据地群众顾全大局，为了支援抗战纷纷慷慨解囊，表现出了感人的爱国
热忱。短短两个月里，晋西北地区共集粮 9．04 万石，筹款 181．06 万元，扩兵 1．
59万名，做军鞋 12万双。

“平生铁石心，忘家思报国。”百姓最后一碗饭，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
送去缝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毅然送战场……

坚定的理想信念，始终保持对党对人民对事业的忠诚，是太行精神的基
石。

“此间一切正常，惟生活较前艰难多了，部队如不生产简直不能维持……
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事情更多了……”1942 年 5 月 25 日，写下这封家书
3天后，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掩护总部机关突围中壮烈殉国，年仅 37岁。

“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抢占去，我们就
和他拼到底。”在艰难的抗战岁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挥的抗日军民，以无比
的勇毅、无畏的牺牲、无私的奉献，在太行山、在一个个抗日根据地，竖起了一
座座英雄的丰碑。

百折不挠 艰苦奋斗

时光是忠实的见证者，也是伟大的书写者。
当年，太行军民在英勇抗敌的同时，创造性地开展了敌后根据地经济建

设和政治建设，为打击敌人、巩固根据地，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
础。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太行儿女弘扬伟大太行精神，书写了改天换地、
奋发图强的历史新篇。

1960 年 2 月，太行山上的开山炮声，拉开了河南林州“十万大军战太
行”的序幕。没有工具自己制，没有石灰自己烧，没有炸药自己造……终于
在 1969 年建成了“人工天河”红旗渠，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在山西平顺县西沟村，“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共产党员申纪兰用一生
见证着共和国的每一次进步。在她的推动下，西沟村在全国率先实现男女同
工同酬，为我国制定按劳分配政策和法律作出了试验性的贡献，男女同工同
酬正式写入宪法。

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保国，始终不忘自己是共产党员，是
农民的儿子，35 年奋战在太行山区，以自己的科技创新成果让 140 万亩荒山
披绿，让 10万农民实现脱贫致富，被誉为“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
如今，太行山区不断加强生态治理，沿着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的迁移路线

一路前行，一幅幅“山里有美景，山上有产业，山下有新居”的美好画卷徐
徐展开。

山西兴县是抗战年代晋绥边区政府所在地。2018 年 6 月，这里往返省城
太原的列车正式通车，结束了这个革命老区不通客运列车的历史，百姓自此
驶上致富“快车道”。

在山西左权县龙泉乡连壁村，漫山遍野的光伏板蔚为壮观。光伏发电让
村里 2000 多亩荒坡荒地变废为宝，村里一年能增收 100万元。

信仰之火，引领奋斗征程。80 多年前，一首气壮山河的歌曲 《在太行
山上》 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战、抗战图存的坚强意志。伟大的太行精
神之光，将照耀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奋力前行。

（新华社北京11月 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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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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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江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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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荣立个人二等
功、三等功各 1 次，荣获“最美应急管理
工作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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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干部

群众特别是应急管理工作者、科技工作
者认为，肖文儒同志以实际行动践行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对党忠诚、
纪律严明，遵循“科学救援、安全救
援”原则，始终保持“迎难而上、向险
而行”的冲锋姿态，助民于危难，给人
民以力量，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是爱党报国、敬业奉献的杰出应
急救援工程师，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
士，是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大
家表示，要以“时代楷模”为榜样，从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汲取精神滋
养，用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砥砺奋进
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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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实施新时代人才强
国战略，大力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
能力现代化，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英勇奋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为党和人民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时代楷模”发布仪式现场宣读了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授予肖文儒同志
“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播放了反映
他先进事迹的短片。中央宣传部负责同
志为肖文儒同志颁发了“时代楷模”奖
章和证书，中组部、应急管理部、中国
科协有关负责同志以及应急管理工作
者、科技工作者、高校师生代表参加了
有关活动。

中宣部授予肖文儒“时代楷模”称号

▶11 月 3 日，电力工人对江苏
省扬州市宝应县射阳湖镇 15 万千
伏安“风光渔”互补产业发电项目进
行巡检。新华社记者 李 博 摄

（上接第一版）建立健全完善的管理和
监督体制，落实责任制，确保各项下放
的权责接得住、管得好。完善科技评价
和奖励机制。培育有利于创新的土壤
和环境，让更多双创主体生根发芽、开
花结果。促进更多青年人才脱颖而出。
深化国际科技合作，在扩大开放中实
现互利共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理韩正在主持大会时说，科技立则民族
立，科技强则国家强。希望广大科技工

作者以获奖者为榜样，继续发扬科学报国
的光荣传统，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坚持

“四个面向”，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加快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要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
路，为建成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刘鹤在会上宣读了《国务院关于 2020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王大中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
奖励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
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丁薛祥、许其亮、陈希、黄坤明、艾力
更·依明巴海、肖捷、卢展工出席大会。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军队有
关单位负责同志，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成
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2020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及家属代
表 ，首 都 科 技 界 代 表 和 学 生 代 表 等 约

3000 人参加大会。
2020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

出 264 个项目、10 名科技专家和 1 个国
际组织 。其中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
人；国家自然科学奖 46 项，其中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44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61 项，
其中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58 项；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 157 项，其中特等奖 2 项、一
等奖 18 项、二等奖 137 项；授予 8 名外籍
专家和 1 个国际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上接第一版）
开幕式上，刘永生和王立刚为盬

池溢彩、祖庙飞龙等河东八景授牌；骞
进和陈杰为 10 名“最美盐湖守护者”
颁奖；姜新文、宋伟、丁小强等共同按
下启动键，为河东池盐博物馆开馆揭
牌。激情澎湃的民歌舞《盐工歌》、荡
气回肠的管弦乐《盐工劳作图》、精彩
绝伦的非遗表演，为开幕式增添了浓
厚的河东文化氛围。

9 时 30 分许，吴伟宣布 2021 运城
池盐文化旅游周开幕。现场，锣鼓弦

乐合奏齐鸣，七色云烟腾空而起，2021
运城池盐文化旅游周正式启幕，古老盐
池诚邀四海宾朋来此欣赏美景、感悟历
史、奋进未来。

开幕式前，出席开幕式的领导和嘉
宾前往池神庙三大殿前观看了非遗文化
表演。

开幕式结束后，出席开幕式的领导
和嘉宾一同参观了河东池盐博物馆；前
往盬街，参观盐湖摄影展、非遗巡展与文
创产品，体验美食文化一条街活动。

据了解，本次运城池盐文化旅游周

还将举办池盐文化专题座谈会、盐湖摄
影展、运城非遗展暨美食文化一条街活
动、“一‘盐’万年”“拜尼杯”文创产品大
赛、线上线下盐文化知识竞赛、《我和盐
湖的故事》2021 运城池盐文化旅游周征
文活动、新境市民广场开放仪式、中条山
文化博览园开工仪式、解州常平村平常
街开街仪式、文脉·河东书房开放仪式、
池盐文化体验采风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市直各部门、群众团体和社会团体
组织主要负责同志，盐文化专家学者，社
会各界群众等参加活动。

2021 运城池盐文化旅游周盛装启幕

（上接第一版）
会议要求，要准确把握发展定

位，加快创建黄河流域 （运城段） 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要加快
构建高质量发展产业体系，把创新作
为第一动力、人才作为第一资源、项

目作为第一支撑，全力推动传统优势产
业率先转型、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转
型、服务业提质转型、农业特色转型。
要结合全省“一群两区三圈”城乡区域
发展新布局，着力提升城乡区域发展水
平。要强化改革开放牵引，推进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新
活力。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探索
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运城路径。
要抓好民生社会事业发展，加强灾后重
建和恢复生产生活工作，促进民生福祉
持续改善。

市政府党组理论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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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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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一版）
王立刚还来到张店镇风口村中

农乐桃花源基地、山西宇泽包装制
品有限公司、平陆县宏润鞋业有限
公司、山西古虞王农业股份有限公
司、国机现代农业采摘示范园等，深
入工厂车间、田间地头，与企业负责
人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市场销售、合
作模式、带农效益等情况。他说，把
来之不易的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住、
拓展好，是我们最重大的政治任务
和民生工程。要坚持以乡村振兴统
揽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进一步
抓好产业发展和务工就业，大力实
施农业“特”“优”战略，做好农产品
精深加工大文章，推动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要进一步加强易地搬迁后
续扶持，提升脱贫劳动力就业比例，
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生活
好。要进一步完善就业创业支持政
策，大力鼓励农民自主创业，引导企
业与农户精准对接，让更多群众在
家门口实现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