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4月 1日出版的

第 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

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

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

百周年！

文章指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意义重

大。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在庆祝

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在全党集

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牢记初心使命、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

求，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党的自

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

文章指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突出重

点。第一，进一步感悟思想伟力，增强用党的

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的政治自觉。第二，进一步

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第三，进一步深化对党

的性质宗旨的认识，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

的鲜明本色。第四，进一步总结党的历史经

验，不断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第

五，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始终保持艰苦奋斗

的昂扬精神。第六，进一步增强党的团结和集

中统一，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

文章指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务

求实效。全党要高度重视，提高思想站位，立

足实际、守正创新，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学习教

育各项任务。一是要加强组织领导。二是要

树立正确党史观。三是要切实为群众办实事

解难题。四是要注重方式方法创新。要在全

社会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普及党史知识，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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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雍 黎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本报记者 张佳星

搭乘成渝高铁，经过 1 个多小时的车

程，今年 89岁高龄的老成渝线修路人孙贻

荪老人从成都抵达重庆接受采访。面对大

家对他旅途劳顿的担心，精神矍铄的他笑

着说：“72 年前我们修铁路可是从重庆走

到成都的，现在高铁又快又舒服，每次坐回

重庆我都很高兴。”

1950 年 6 月 15 日开工，1952 年 7 月 1

日通车。成渝铁路作为新中国成立后，自

主建设的第一条铁路，仅用两年就建成了

曾经半个世纪都没修成的铁路。不仅改变

了四川交通闭塞的历史，同时也拉开了新

中国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的序幕。

自力更生筑起传奇之路

“成渝铁路堪称中国筑路史上传奇，是

一条圆梦之路，一条自力更生之路！”重庆

市档案馆副馆长唐润明说，自古皆知“蜀道

难”，千百年间，出川入蜀，除了旱路翻越秦

岭外，就只有长江水路。修建铁路，打通巴

山蜀水，冲出盆地，是川中父老的渴求。

1909 年，京张铁路建成通车，不等詹

天佑撤下身来，川鄂两地便发出盛邀，兴建

川汉铁路，连接成都武汉，振兴西南经济。

1903 年，在成都成立了中国最早的省级铁

路公司“川汉铁路公司”，四川民间集资凑

齐筑路银两，1909 年 10 月，川汉铁路开工

建设，率先修建的就是其西段的成渝铁路。

不过修建铁路“蜀道通”之梦，历经清

王朝、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却都因国力贫

弱，军阀混战，官员腐败未成，直到新中国

成立前，仅完成工程量的 14%，铁路则是寸

轨未铺。

历史没有再让人民等待，中国共产党

不会再让人民等待。唐润明说，新中国成

立后，在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

西南局的领导下，重庆刚解放一周，就将成

渝铁路的修建提上议事日程。

1950 年 6 月 15 日是“成渝铁路开工典

礼”的日子。孙贻荪老人记忆犹新，他接到

命令，来到西南军区大操场报到，才知道是

来修铁路。当时正值清匪反霸时期，西南

军区抽调指战员 3 万余人，率先承担筑路

任务；同时，四川各行署也动员了一万八千

多人参加筑路。

“我们军队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镐，一边

剿匪一边筑路。”孙贻荪记得，一次他们在

重庆泥壁沱修路，正干得汗流浃背，民工跑

来报告有上百号土匪前来，他们立即调集

火力打退土匪。

由于铁路所需的原材料十分匮乏，党

中央决定自力更生，就地取材。钢轨靠自

己轧制，炸药用土法自制，所需的 129万根

枕木，都是由沿线群众捐献，有的老人还捐

出了自己的寿木。

“8 万多人，从成都火车北站广场排到

人民北路，火车汽笛响起的时候，大家高声

鼓掌欢呼。”1952 年 7 月 1 日，成渝铁路举

行通车典礼。孙贻荪当时拿着相机，在主

席台上见证了这一幕。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之路

“成渝铁路是一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的科学之路。”重庆市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

员艾新全说，在成渝铁路修建的过程中，邓

小平明确指示：“要学会掌握修路技术，尊

重技术人员的指导。对专家大胆使用，让

专家有职有权，并在工资待遇上尽量给予

从优照顾。”西南铁路工程局留用了旧铁路

工程机构中的全部工程技术人员，一些专

家和技术人员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

兵工专家陈修和在邓小平的邀请下，

亲自写了成渝铁路修建建议书，并推荐了

70 多名留德、留日、留美科技人员，组成了

修建成渝铁路的主要技术力量。邓小平亲

自点将把在原国民政府交通部任职的萨福

均聘为总工程师。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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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从动物传染到人，直至涉及到

华南海鲜市场疫情的暴发可能经历了很长的

时间，也可能是长距离的移动，包括跨境的移

动。”3 月 31 日，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

毒溯源联合研究中方专家组就联合研究报告

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

梁万年在会上表示，新冠病毒溯源需要拥有

更广阔的视野、不局限某地、关注世界各地，

将全球各领域、各渠道收集到的各类信息聚

集在一起，帮助人类更好地了解这个病毒，进

行病毒溯源，以及武汉疫情暴发前到底发生

了什么。

疫情首发地往往不是
起源地
“武汉早报告并不意味着新冠病毒就

一定最早出在武汉，这个判断是在我们科

学家中有共识的。”梁万年说，早报告的地

方，不一定是病毒最早出现的地方，所以如

果基于这种科学共识的话，溯源视角必须

更广泛。

在以往由病毒流行导致的重大传染病的

历史上，疫情的首发地经常不是它的起源地。

以大众熟知的艾滋病毒为例，它 1981 年

最初在美国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于几十

名被认为身患卡波济氏肉瘤的患者身上。后

来的病毒溯源工作经过了全球网络追踪，目

前认为艾滋病毒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从非洲

开始，从动物跨越到人类的。

“大家都注意到一些报道，在其他地方

（多国多地）也发现了可能比武汉病毒暴发

之前可能存在阳性的检出材料等一些报道，

这些报道需要进一步去开展合作研究，去核

实它。”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联合专家组流

行病组中方组长冯子健说，这些研究为确定

动物到人跨种传播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最终

找到动物自然宿主是非常重要的线索，这些

工作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做。以往病毒导

致的重大流行性疾病，它的溯源工作也往往

是跨国、跨地区的合作研究，所以联合专家

组也给出了相应的建议，要在多国、在全球

视野范围内加强多国合作，来进一步推动溯

源的研究。

中国最先开展溯源调
查，迄今未发现证据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是第一个和世卫

组织联合开展溯源研究的国家，同时中国科

学家也在疫情处置的早期就开展了溯源研

究。”梁万年说，“我站在一个专家的角度来

看，中国让世卫组织率先在中国开展全球溯

源的中国部分，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姿态（开

放、透明和合作的态度）。”

中国在遇到重大的疫情和传染病时有一

定的应对和科学研究经验。中国科学家在抗

击疫情的同时就开展了病毒溯源工作，包括

开展早期的动物采样、环境采样、标本采样等

研究工作。中国科学家从现在的知识、能力

以及掌握的方法，会继续进行溯源工作。

北京化工大学生命学院院长、联合专家

组动物与环境学组中方组长童贻刚介绍了部

分溯源的工作。在 2018 年到 2020 年期间，在

中国的 31 个省市自治区采集了 38000 多份的

家畜家禽样品以及 41000 多份的野生动物样

品，对这些样品进行了检测，都没有检测到阳

性的结果。对于华南海鲜市场的上游供应

链，我们其实也是进行了全面排查，其中涉及

到了 20多个国家地区。

“中国在新冠疫情暴发的前后，也没有发

现新冠病毒在家禽家畜和野生动物中传播的

证据。”童贻刚说，迄今为止，未找到支持中国

有病毒传播链的假设的确凿的科学证据。

（下转第二版）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

新冠病毒溯源不能局限于某地，应有更广阔视野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31日电 （记者付
毅飞）31 日 6 时 45 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高

分十二号 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

定轨道。

高分十二号 02 星主要用于国土普查、

城市规划、土地确权、路网设计、农作物估

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

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364次航天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高分十二号02星

新华社北京 3月 31日电 近日，全国干

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写

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案例》（简称《案例》）和《应急管理体

系和能力建设干部读本》（简称《读本》），由党

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案例》聚焦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论述，围绕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打赢疫

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涌现出

的先进典型以及在实际工作中的短板和不

足编选案例，旨在帮助广大干部学习掌握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科学防控、精准施策

的经验做法，切实增强有效应对公共卫生

突发事件、处理急难险重任务的治理能力

和专业能力。

《读本》聚焦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重要论述，突出

重点内容，坚持问题导向，采取理论阐述与典

型案例相结合的形式，全面准确解读内涵、把

握外延、解疑释惑，旨在帮助广大干部学习掌

握应急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

法、基本能力，切实提高治理能力和专业能

力，更好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进

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案例》和《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干部读本》出版发行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

究报告指出，其调查发现可能表明武汉华南海鲜

市场不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初来源，并明确提出

新冠病毒通过实验室引入人类“极不可能”。

有些人可能对这样的科学结论并不满

意，在他们的设想里，疫情不是天灾，而是人

祸，需要有人来背锅担责、认罪赔偿。但正是

这些人，借天灾以施人祸，对早期暴发疫情的

国家进行政治化攻击，制造散布阴谋谣言。

正如《柳叶刀》总编霍顿所言，“围绕新冠

病毒起源的阴谋论就像病毒一样扩散，可能造

成的危害和疫情同样严重”。随着气候变化和

人类活动增加，病毒由野生动物向人畜传染的

潜在风险不断提升。未来，人类能否及早发现

和应对下一场大流行病成为至关重要的命题。

溯源不仅是探究过去，更是面向未来。

而针对科学溯源的无端攻击和抹黑，不仅无

益于当前的全球合作抗疫，更对各国未来及

时发现和发布新疫病构成本不该有的阻力，

这是对全人类的不负责。

世界卫生组织新冠溯源研究国际专家组

成员法比安·伦德兹说，开展病毒溯源不是为

了归咎于某国，而是为了查明事情原委。最

重要的是了解病毒如何出现，因为只有了解

问题症结，才能在未来采取应对措施，减少类

似情况再次重演。

新冠病毒溯源是一项高度复杂和缜密的

科学研究，需要科学的实证精神，需要科学的

证据支撑，不能让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不能

用无端猜疑和蓄意歪曲代替科学研究。溯源

工作的不断推进绝不能依照主观臆断，而必

须遵循科学指引，由科学家按照科学的方法

来破解这一科学难题。

当前，多国科学家依照科学指引开展回

溯性研究，意大利在 2019 年 9 月采集的居民

血液样本中测出新冠病毒抗体，法国也在

2019 年 11 月的志愿者血清样本中检测到抗

体。这些研究证实，新冠肺炎疫情早在 2019

年下半年就已在世界多地多点出现。

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专

家组外方组长彼得·本·安巴雷克在3月30日的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研究小组综合不同国家发表

的研究数据发现，一些疑似阳性的样本比武汉首

个病例更早出现，表明其他国家有可能存在漏

诊。研究小组对病毒起源地保持开放思路。

随着事实证据的不断积累和科学假设的

不断发展，有必要在全球范围进行溯源调

查。病毒起源是发生在两国边境的左边或右

边真的并不重要，无论病毒起源自国境内外，

病毒的传播不分国界，面对人类共同的威胁，

全球科学家必须跨越国别携手合作。

中国已经在溯源问题上做出表率，中

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的

发布是重要的开始，全球疫情仍在肆虐，科学

是战胜病毒的武器，团结是国际社会的首要

任务。科学溯源仍未结束，就此开展团结协

作是人类战胜病毒的重要一步。

新冠病毒溯源唯有依靠科学与合作

3 月 31 日，“国匠：吴良镛学术
成就展”在北京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开幕。

吴良镛，现任两院院士，清华大
学建筑学院教授。本次展览分五个
板块：清华园里老园丁、从建筑天地
到大千世界、快乐圣境游于艺、天下
人居为生民立命、匠人营国等。

图为参会嘉宾观看学术成就
展。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建筑宗师

学术大观

◎本报评论员

“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1948年，35岁
的他带着导师给的放射源，回到了阔别 11年的祖国。从新中
国建立起，他便全身心投入到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之中。他就是
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扫描
二维码，聆听钱三强的入党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