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伟大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
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
因一脉相承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
中指出：“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面前， 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我们也能够做到不惜一切代价，
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国
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
国家。 ”

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
中国人民风雨同舟、 众志成城，
构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
“武汉必胜、 湖北必胜、 中国必
胜”的强音响彻中华大地。 14 亿
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肩并
肩、心连心，绘就了团结就是力
量的时代画卷！

在表彰大会上， 习近平总
书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广州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
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主任钟南山颁授“共和国勋
章”。钟南山说：“聆听了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很受鼓舞。 我们要
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
神，展现中国精神、中国力量、
中国担当，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贡献力量。 ”

在表彰大会上，中国工程院
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
礼荣获“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
号。 张伯礼说：“这份厚重的奖励
是党和政府给予全体医务人员
的关怀和褒奖。 我要珍藏起这份
崇高的荣耀，将它化为更大的动
力！ 我要把党和国家的这份深厚
关怀， 传播到广大医务人员中
去，让伟大抗疫精神转化为不竭
动力，更加努力地做好日常诊疗
工作，让中医药为健康中国建设
贡献更大力量！ ”

“每一个生命都得到全力
护佑，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人
的尊严得到悉心呵护。 这是中
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最好
诠释！ ”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
张抒扬表示， 救死扶伤是医务
人员的天职， 在严重影响人民
生命健康的重大传染病面前，
我们不放弃每一个生命、 不辜
负每一份期待， 筑起护佑人民
健康的钢铁长城。

武汉市江岸区丹水池街道
丹北社区党委书记吴柏春说：
“只有挺身而出， 才能让群众安
全；只有奋不顾身，才能让群众
安心。 我们要用实际行动，践行
执政为民的理念。 ”

山东省嘉祥县马村镇党委
书记耿鹏表示，我们始终把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第一位，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的理念。 我们要让党旗高高
飘扬，凝聚向心力，形成战斗力，
心系人民，勇挑重担，艰苦奋斗，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党
委书记邹和建说，医务人员责任

重大，要以生命赴使命、用大爱
护众生，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民
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中国科学院院士、解放军总
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感染病医学
部主任王福生说，军队医务工作
者要扛起新时代的使命担当，努
力钻研医术，崇尚医德，敢于面
对挑战，勇于战胜困难，为增进
人民健康福祉贡献力量。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
心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周飞虎
表示， 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每一
个生命， 伟大抗疫精神必将激

励广大医务工作者用生命护佑
生命。

人民日报社湖北分社记者
程远州表示， 弘扬伟大抗疫精
神， 新闻记者要不断增强“四
力”，以手中的纸笔、镜头讲好
中国故事， 记录好我们伟大的
时代。

伟大抗疫精神是爱国主义 、
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
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

5000 多年文明发展的苦难辉煌
中走来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必将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一
路向前，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
阻挡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
活的前进步伐！ ”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高屋建瓴，真诚感人，说到了
我们医务工作者的心坎里，为
我们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
华中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国
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
主任王伟说， 我们要将国家重
大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打造
成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的医学
中心， 在疾病预防控制和重大
疫情防控救治等领域作出更大
贡献。

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冷友斌说：“举国同心，
命运与共，每个企业、每个个体
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分
子。 向抗疫英雄致敬，向中国人
民致敬！ ”

“在武汉暂时关闭离汉通道
后，许多志愿者逆向而行，为武
汉人民和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
员送出了自己的爱心。 ”武汉志
愿者李飞说， 志愿者们不怕苦、
不怕累，为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运送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他们
身上体现了中国人民乐于奉献
的美德。

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李建全表示，企
业将用行动诠释中国品牌的责
任与担当，不断为人民健康事业
作出新的贡献。

武汉顺丰快递小哥汪勇
说：“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抗
疫精神。 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
略成果， 得益于各行各业 、广
大逆行者的团结协作、 默默
付出。 ”

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分
局民警张锦星说， 一方有难，八
方支援，每位中国人都是平凡的
英雄，将家国情怀汇聚成战胜疫
情的强大力量。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党委书记巩守平表示，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
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伟大
抗疫精神。 广大医务人员要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强大的
精神动力和百折不挠的行动，守
护百姓健康。

江苏省泗阳县委宣传部副
部长张利杰说：“团结就是力量，
我们万众一心， 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 筑起 14 亿人民共同
抗疫的钢铁长城。 ”

伟大抗疫精神是中国精神
的生动诠释，丰富了民族精神和
时代精神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无
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
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
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

不倒、 挺立潮头。 同困难作斗
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
对垒。 ”

在疫情防控期间，湖北武汉
金口中心卫生院范湖分院医生
甘如意骑行 4 天回到自己的岗
位上。 她说：“聆听了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抗疫场面历历在目。 在
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弘扬伟大抗
疫精神， 继续保持昂扬的斗志，
在工作中服务好患者。 ”

冀中能源华北医疗集团峰
峰总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
宋亚岚说：“武汉抗疫是我生命
中最宝贵的经历。 我将不断提
高专业技术， 关心关爱每一名
患者。 ”

河南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副院长赵松表示：“作为医务
工作者，我将时刻听从党和国家
的召唤，尽心尽力保障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 ”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海关值
机处业务监控科科长宋丹表示，
当前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
但外防输入的压力仍然很大。 我
们要坚持在思想认识上毫不放
松，在工作落实上再细化，坚决
防范境外疫情输入。

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市
场监管局局长刘凤卫表示：“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振奋人心，伟大
抗疫精神催人奋进，我们将严格
监管集贸市场、医院药房、超市
商场等重点场所，保障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 ”

河北省邯郸市涉县偏店乡
偏店村党支部书记赵永庆说：

“弘扬伟大抗疫精神， 党员干部
群众要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把
乡村振兴、民生发展等各项工作
做好， 让群众的钱袋子鼓起来、
日子甜起来。 ”

江苏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唐金海表示，医务工作者要弘扬
伟大抗疫精神，为医疗卫生事业
进步和健康中国建设作出新的
贡献。

武汉市消防救援支队江汉
路消防救援站班长梅磊说，伟大
抗疫精神已经融入中国人的血
脉中，广大消防救援人员将闻令
而动，克服困难，当好人民群众
的“维修工”“快递员”“疏导员”

“勤务员”。
北医三院副院长沈宁说，精

神的力量是无穷的。 中国人民经
得起艰难困苦、 挺得住风雨考
验，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具
有强大的文化基因和共同的精
神家园。 团结就是力量，信仰就
是希望。 经过这次抗疫斗争的大
考，广大医务工作者更加敬仰生
命、珍爱生命，将用仁心仁术筑
起护佑人民健康的钢铁长城。

大家纷纷表示，要在全社会
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使之转
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强大力量。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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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副院长赵松表示：“作为医务
工作者，我将时刻听从党和国家
的召唤，尽心尽力保障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 ”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海关值
机处业务监控科科长宋丹表示，
当前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
但外防输入的压力仍然很大。 我
们要坚持在思想认识上毫不放
松，在工作落实上再细化，坚决
防范境外疫情输入。

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市
场监管局局长刘凤卫表示：“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振奋人心，伟大
抗疫精神催人奋进，我们将严格
监管集贸市场、医院药房、超市
商场等重点场所，保障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 ”

河北省邯郸市涉县偏店乡
偏店村党支部书记赵永庆说：

“弘扬伟大抗疫精神， 党员干部
群众要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把
乡村振兴、民生发展等各项工作
做好， 让群众的钱袋子鼓起来、
日子甜起来。 ”

江苏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唐金海表示，医务工作者要弘扬
伟大抗疫精神，为医疗卫生事业
进步和健康中国建设作出新的
贡献。

武汉市消防救援支队江汉
路消防救援站班长梅磊说，伟大
抗疫精神已经融入中国人的血
脉中，广大消防救援人员将闻令
而动，克服困难，当好人民群众
的“维修工”“快递员”“疏导员”

“勤务员”。
北医三院副院长沈宁说，精

神的力量是无穷的。 中国人民经
得起艰难困苦、 挺得住风雨考
验，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具
有强大的文化基因和共同的精
神家园。 团结就是力量，信仰就
是希望。 经过这次抗疫斗争的大
考，广大医务工作者更加敬仰生
命、珍爱生命，将用仁心仁术筑
起护佑人民健康的钢铁长城。

大家纷纷表示，要在全社会
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使之转
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强大力量。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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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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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热烈反响

� �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的显著优势， 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
伟大力量，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充分
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自觉担当， 极大增强了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凝聚力和
向心力， 必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披荆斩
棘、奋勇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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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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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纷纷表示，中国的抗疫斗争，充分展现
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我们要在全社
会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使之转化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强大力量，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而不懈奋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