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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新华社记者 王 鹏 杨 文

道德的阳光，温暖人间；文明的雨露，滋

润社会。

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表彰名单公布在

即。从 2007 年开始，这项全国性的评选表彰

活动每两年举办一届。

品德凝聚人心，榜样感动中国。道德模

范表彰工作持续开展，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德

向善、见贤思齐、德行天下的社会氛围，兴起

崇尚模范、关爱模范、争当模范的时代风尚。

弘扬精神 崇尚道德模范

袁隆平、钟南山、郭明义、廖俊波、张富

清……一个个沉甸甸的名字，反映全国道德

模范名单的含金量。

时势造英雄。党和国家长期高度重视加

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各地区各部门积

极举办道德模范评选、宣传、学习活动，道德

模范层出不穷，模范故事深入人心。

——重视群众声音，搞活遴选机制。地

方充分发动群众参与推选、举荐、投票、表彰

等环节，评选形式因地制宜。

新疆增加民族团结类别道德模范，大力

选树来自基层、来自群众身边的团结模范典

型，引导人们学习先进、争当模范，把评选的

过程变成教育的过程。

——注重社会效益，变革宣传方式。在

科技助力下，许多地区在线上线下同时开辟

宣传平台，创造多样的模范宣传方式。

北京推出“文明有约·科学抗疫——道德

模范家庭防疫科普行动”，由道德模范带领医

疗专家公益团队走进社区，为家庭抗疫常态

化提供医学指导。

贵州探索在贵州文明网建设贵州榜样网

上展馆，运用图片、文字、视频、实物、模型、互

动体验等多种表现形式，全方位、多角度集中

展示榜样人物的突出事迹和崇高精神。

中央文明办组织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故

事汇基层巡演，联动媒体开设“道德模范光明

礼赞”专栏，创新报道角度，挖掘动人细节，深

入宣传道德模范先进事迹。

短视频、报告文学、公益广告……如今，

只要群众看得到的地方，道德模范的故事都

有传扬。

礼遇英雄 关爱道德模范

道德模范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丰富内涵，集中体现了思想道德建设的

丰硕成果，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昂扬向上的

精神风貌。他们，是社会的珍宝。

党和国家对道德模范格外关心关爱，中

宣部、中央文明办连年组织开展慰问帮扶全

国道德模范活动；各地也建立健全了关爱道

德模范工作常态机制，从政治上、工作上、生

活上关爱道德模范，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制定保障政策。云南印发《“云岭楷

模”关怀工作意见》和《云南省帮扶困难道德

模范暂行办法》《云南省礼遇和管理道德模范

实施办法（试行）》等文件，各州市也制定相应

实施办法。

——安排专项资金。江西的“江西好人故

事会”进基层活动已持续开展近3年，每月开展

2至3场，每场遴选3名困难典型发放帮扶金。

——发动社会帮扶。广西通过专项资

金、道德基金、社会捐助、志愿服务等方式，对

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进行结对帮扶。

——提供社会平台。安徽推荐道德模范

参选“两代表一委员”，10 名全国道德模范及

候选人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300多名道德模

范入选各级“两代表一委员”。

德者有得，好人好报。受到关心关爱的

道德模范或其家属们深受感动，他们纷纷表

示，感谢党和政府关怀，要谦虚谨慎，再接再

厉，不负期望，传承道德力量，助推社会进步。

凝聚人心 争当道德模范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全国各地积极发

挥道德模范的榜样和引领作用，推动社会形

成崇德向善的风气，人们见贤思齐的氛围日

益浓厚。

——以点带面。湖北组建一批以全国道

德模范名字命名的公益组织，让广大道德模

范团结引导人们争做崇高道德的践行者。其

中，以全国道德模范吴天祥命名的吴天祥小

组，已由最初的数百个发展到现在的 1 万多

个，10 万多名小组成员常年活跃在街道社区

开展道德实践活动。

——以身作则。2019 年 9 月，江苏文艺

界启动“明德行动”，发出《自觉用明德引领风

尚倡议书》，5 位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被推举

为江苏文艺界“明德模范”，积极号召广大文

艺工作者争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

代文艺工作者。

——以德为邻。上海市充分发挥模范

“传帮带”作用，成立萍聚工作室、王曙群工作

室、依嘉劳模服务创新工作室等模范工作室，

利用模范专业所长和资源吸附作用，为群众

办实事、办好事，形成“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

片”的良好效应。

不少地区还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社

会爱心团体等为支点，将道德实践进一步扎

根基层。放眼神州，道德模范助人为乐、见义

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崇高

品格，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追求。

“持续推出各行各业先进人物，广泛推荐

宣传最美人物、身边好人，让不同行业、不同

群体都能学有榜样、行有示范，形成见贤思

齐、争当先进的生动局面。”《新时代公民道德

建设实施纲要》提出的愿景，正在一步步变成

现实。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崇 德 向 善 德 行 天 下
——道 德 模 范 表 彰 工 作 塑 造 时 代 新 风 尚 蒙山高，沂水长。沂蒙，一片红色的热

土。

革命战争年代，英雄的沂蒙儿女历经

血与火的淬炼。他们以“最后一口粮，做军

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

战场”的无私奉献，书写了军民血肉相连、

共同奋战的壮阔篇章，将革命一程又一程

地推向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沂蒙精神

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

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

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如今，沂蒙儿女的故事仍被久久传唱，

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

更是历久弥新，焕发出新的光芒。

军民鱼水 团结奋战

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孟良崮战役纪

念馆，有三辆独轮车。它们大小不一，木架

木轴，看起来粗老笨重，却蕴含着沂蒙精神

的关键密码。

为粉碎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

攻，1947 年 5 月 13 日，孟良崮战役打响。

一方是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整编第 74师，自

诩为“天下无敌”；一方是小米加步枪的共

产党华东野战军，被认为“必败无疑”。

这场战役中，沂蒙人民组成了浩浩荡

荡的支前民工大军，用小推车抢运弹药、运

水送粮、运医送药。车轮滚滚，民心如潮，

人民军队也因此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

强的奇迹。5 月 16 日，华野全线出击攻上

孟良崮，国民党整编第 74师全军覆灭。

“乡乡有红嫂，村村有烈士”。在这片

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类似的故事还有很

多很多。

在白彦争夺战、五井歼灭战、塔子山战

斗等载入史册的壮烈战斗中，沂蒙人民在

党的领导下，狠狠打击了日军；

沂蒙妇女李桂芳等拆掉自家门板，跳入

冰冷的河水，用自己的身躯架起“火线桥”；

沂蒙母亲王换于创办战时托儿所，抚

养 40多名革命后代长大成人；

沂蒙红嫂明德英先后救助了两名落难

的八路军战士，危急时刻，更是用自己的乳

汁挽救了身负重伤的子弟兵；

……

史料统计显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时期，沂蒙地区 420万人口中，有 20多万人

参军入伍，120 多万人拥军支前，10 万英烈

血洒疆场。今天，当我们走进沂蒙革命纪

念馆，依然会被一组名为《力量》的巨幅群

雕所震撼：支前老乡弯腰推着装满物资的

小推车，在蜿蜒曲折的道路上前行……

“无数支前群体和英雄模范，为战役的

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雄辩地证明了‘兵民

是胜利之本’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沂蒙

干部学院副教授刘占全说。

攻坚克难 勇往直前

在电影《长津湖》中，临近影片结尾，有

这样一幕令人动容——

胡军饰演的“雷公”，怀抱敌人从空中

发下的标识弹，开车吸引敌军注意，用自己

的血肉之躯抵挡了敌人的子弹。在牺牲

前，“雷公”哼唱的便是《沂蒙山小调》。

“雷公”的形象正是沂蒙人民的生动缩

影。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深刻印证，在

困难和挑战面前，沂蒙人民总有一股攻坚

克难的拼劲、勇往直前的闯劲。

临沂莒南县坪上镇厉家寨村，地处三

山五岭两河之间，山石密布、耕地稀薄。老

人们常说，曾经的厉家寨村，是“早上汤，中

午糠，晚上的稀粥照月亮”。

穷则思变。1955 年起，厉家寨人移山

填 谷 、劈 岭 造 田 ，两 年 建 成 高 标 准 梯 田

3000多亩，粮食亩产提高到 500多斤。

消息传到中南海，毛泽东主席欣然批

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

好例。”

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九间棚村成为

沂蒙精神新的代言。

坐落在海拔 640 米的龙顶山上，九间

棚村山高涧陡、四面悬崖、土地瘠薄、缺水

缺电。112 亩土地挂在 23 条山梁上，即使

赶上好年景，村民也只能吃七八成饱。

上世纪 80 年代，村党支部书记刘嘉坤

带领村民架电修路、引水上山、治山种树，

连续苦干 5 年。全村累计集资 23 万元，修

砌石渠 3500米，开山整地 500多亩，新栽果

树 2万多棵……

改造山、山低头，改造河、河变样，改造

地、地增产。

两个时间节点，标注着沂蒙精神给沂

蒙人民带来的大变化——

1985 年，位于沂蒙山区腹地的临沂被

列为全国 18个连片扶贫重点地区；

历经 10 年奋战，1995 年底，临沂一举

率先实现整体脱贫。

青山绿水多好看，风吹草低见牛羊，高

粱红来稻花香……《沂蒙山小调》中的美好

描绘，在沂蒙人民的手中，早已成为现实。

开拓奋进 谱写新篇

缝军衣、烙煎饼、抬担架……国庆假

期，沂南县马牧池乡常山庄村的农家小院

内，上演着一幕幕以红嫂故事为主题的沉

浸式演出，吸引无数游客前来“打卡”。

沂南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范如峰介绍，

沉浸式演出紧扣特定历史时期不同人物的

境遇和性格，用情景表演的方式，展现当年

军队和老百姓的水乳交融、生死与共。

这是当地创新红色旅游的路径之一，

也赋予了沂蒙精神新的时代魅力。诞生于

革命战争年代，发展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沂蒙精神，在新时代

不断发扬光大，成为激励沂蒙人民改革创

新、开拓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这是绿意更加盎然的沂蒙——

临沂市坚持走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

展之路，“十三五”期间，完成涉气工业企业

三次提标改造，万元 GDP 能耗下降 17%，

2020年空气优良天数增加 54天。

这是产业更加兴旺的沂蒙——

在平邑县地方镇九间棚村，党组织带

领村民整治荒地修砌石渠，打造集金银花

良种培育、推广种植、干花贸易、食品药品

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将山高

涧深的村庄建成“沂蒙明珠”。

这是生活更加富足的沂蒙——

2019年 11月，高铁开进了沂蒙山，“厉

家寨站”成为沿线上唯一一个用村庄命名

的高铁站。当地的樱桃搭着高铁快运，发

向全国各地，助力沂蒙人民不断增收致富。

八百里沂蒙好风光，山山水水都是歌。

在沂蒙精神的助力下，沂蒙山区儿女

正勇往直前、不断进取。面向未来，老区人

民也将继续披荆斩棘，描绘出更加壮丽辉

煌的时代画卷。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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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呈现
潮流艺术

近日，“潮极玩家——潮流艺术
大展”在京举行。展览由北京时代
美术馆携手 FAS 潮流艺术共同打
造，包含“玩具人生”“梦幻乐园”

“异次元游乐场”“原始本能”及“东
方潮流美学”五个单元，以突破传
统艺术欣赏的“扁平”方式，为观众
构造一个具有多元价值的跨界潮流
艺术展。

图为观众观看展览。
本报记者 洪星摄

在刚刚举行的 2020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

会上，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以下简

称“齐鲁工大”）斩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这是该校首次一年获得两项国家科技进

步奖，其获奖数量居于山东省属高校前列，也

是齐鲁工业大学与山东省科学院整合以来科

教、产教深度融合的又一重大突破。

据了解，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

点实验室吉兴香教授作为第一完成人主持的

“高性能木材化学浆绿色制备与高值利用关

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获得 2020年度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此外，生物研究所刘昌衡研究

员团队参与完成的“海参功效成分解析与精

深加工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获得 2020年度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臭氧“漂白”与“吃透”海参，是齐鲁工大

两大国家科技奖的获奖关键词。

臭氧介入，让纸浆漂
白告别“含氯有毒”

在山东晨鸣纸业，有一条年产量 100万吨

的木纸浆生产线。其特殊之处在于全程几乎无

污染，而且生产的优质纸浆也都用于高端用纸。

如果追溯此生产线的技术源头，就要来

到齐鲁工大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

实验室。

“项目名字虽长，但说到底，核心只有‘绿

色’俩字。”攻关绿色造纸领域多年，齐鲁工大

轻工学部主任、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

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吉兴香点出了项目的

核心竞争力。

在传统的纸浆生产工艺中，纸浆的漂白

通常都是通过次氯酸钠与酸发生反应，而且

漂白过程需要一个半到两个小时，这通常被

称作“含氯漂白”。多年攻关，吉兴香率团队

最终破解了这一难题：“含氯漂白因为含有一

定的毒性，因此生产过程对周围环境有潜在

的危害，而且漂白时间长，对纸浆的品质也会

有不良影响。”

吉兴香说：“在我们的技术中，利用臭氧

通过氧化作用漂白，不仅无毒，更实现了瞬间

漂白，基本实现了‘零污染’。”

在纸浆的生产中，最终成为纸浆成分的

是木材中的纤维，分离出的木质素则是让废

水变黑的主要物质。在吉兴香看来，“我们将

黑液中的木质素分离了出来，这样纸浆生产

中产生的废液也就变清了。分离出的木质素

则可以做木材加工的胶黏剂、颜料的分散剂、

水泥的减水剂等，既解决了废水处理的难题，

拓宽了制浆造纸的产业链，还产生了新的经

济效益。”

从 2015 年开始，吉兴香团队的科研成果

开始走出实验室，在晨鸣纸业落了地。

“从实验室走进生产线，其实还有许多问

题需要解决，直到 2017年，整套技术体系才逐

步完善了。”吉兴香说，如今这条从生产线已

经成为该企业技术含量最高的一条生产线。

海 参 好 吃 ，怎 么 好
吃？怎么吃好？

从字面上看，“海参功效成分解析与精深

加工关键技术及应用”的项目似乎更“民生”

一些，但其研发过程并不简单，汇集了 7 个单

位、10位科研人员跨领域研究的成果。

用齐鲁工大生物研究所总工程师刘昌衡

的话来说，这个项目“解决了怎么把海参吃

好，并且吃得明白的问题”。

在老百姓眼中，吃起来“Q 弹”的海参代

表着高蛋白、低脂肪，因为胶原蛋白是其主要

成分。但在中国海洋大学薛长湖教授看来并

非如此。他表示：“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有些

海参中的脂肪含量并不低，超过 20%，但与其

它动物脂质不同，海参的脂质是营养功效最

高的。”

从分子结构上“解剖”海参，他们发现：海

参硫酸多糖是其最主要功效成分之一，有些

海参硫酸多糖保护胃，有些抗凝血，还有一些

海参吃起来“辣嗓子”，其实是海参皂苷引起

的，它具有一定抗肿瘤、溶血功效。

“通过产学研深度结合，整个团队的基础

研究其实对海参产业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

用。”刘昌衡向记者表示，“如今即食海参备受

追捧，但即食海参技术基本也都是源于我们

这个团队，因为早在 2003年，我们便研发出了

国内第一个即食海参。”

怎么吃海参？这里面有着科学上的讲

究。刘昌衡说：“对海参越了解，越能更好地

吃，研究发现一些人对海参的大蛋白分子难

以吸收，我们就研发了生物酶解技术，将大分

子转化为小分子，便于吸收。”

海参口服液、海参胶囊、海参含片、海参

冲剂……基于这个科研团队对海参成分的解

析以及精深加工技术，产学研合作企业已研

发出了一系列的海参深加工产品，倍受广大

消费者青睐。

20 年努力，这个跨单位的科研团队聚焦

海参全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记者了解到，

他们的很多技术成果已推广到国内众多海参

加工企业。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现有的海参

加工标准也是由这个团队来制定、修订的。

刘昌衡说：“20 年了，海参产业已经增长

了不止 10倍。希望我们的研究能让人们更明

白地吃海参，也让海参产业的发展更透明、更

规范。”

从臭氧“漂白”到“吃透”海参，他们拿下国家科技奖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 讯 员 井 水

新华社北京11月 4日电 神舟十二号

载人飞船搭载党旗交接仪式 11月 4日在中

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红色大厅举行。中央

宣传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阶段飞

行任务总指挥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负责同志，工程参研参试单位人员代表、航

天员代表参加。

此次交接的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搭载党

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进入中国

空间站内。“七一”前夕，聂海胜、刘伯明、汤洪

波3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祝党“生日快乐”，航天

员身后的这面党旗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这面

党旗经历了我国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

务取得圆满成功的全过程，见证了中国航天载

人飞行达到新高度，体现了广大航天工作者对

党的忠贞不渝、坚定的理想信念、高昂的爱国

热情、强烈的责任担当、良好的精神风貌，具有

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历史价值。

据介绍，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搭载党

旗将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

历史展览”第四部分重点展示。引导广大

干部群众通过学习参观党史展览，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深化党史学习教育，用好

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搭载党旗交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展示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迎霞 通讯员易静
华 朱金传）11 月 3 日，由国家能源集团宁夏

煤业公司联合 20 余家单位协同攻关完成的

“400 万吨/年煤间接液化成套技术创新开发

及产业化”项目被授予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这是宁夏牵头完成的项目首获这一

殊荣。

我国缺油少气，煤炭资源相对丰富，近年

来原油消费总量和对外依存度均呈逐年上升

趋势。大力发展煤制油产业，对于解决我国

石油资源短缺、提升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能力

具有重大战略意义。2013 年 9 月，400 万吨/

年煤间接液化项目核准批复，踏上建设征程。

宁夏煤业公司通过创新研究和协同攻

关，攻克了大型煤间接液化“卡脖子”关键核

心技术，在基础理论、关键技术、重大装备及

材料、工程放大及系统集成技术、节能节水

等方面取得重要创新成果，形成了可复制、

可推广的煤间接液化成套技术，实现项目

“安全稳定清洁”运行，整体水平居世界领先

地位。

该项目是目前世界石油化工及煤制油化

工行业一次性投资建设规模最大的化工项

目，占地面积 560 公顷，相当于 27 个鸟巢；工

艺设备 1.3 万台，仪表设备 11 万台，电气设备

1.5 万台，阀门 25 万台，I/O 控制点多达 21.7

万个；主工艺管道 2586公里，相当于银川到广

州的距离，敷设电缆 2.1 万公里，相当于长城

的总长度。

2016 年 7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

该项目时发出了“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

号召。同年 12月 28日，项目成功产出合格油

品，他作出重要批示：“这一重大项目建成投

产，对我国增强能源自主保障能力、推动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具有重大

意义，是对能源安全高效清洁低碳发展方式

的有益探索，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

要成果。”

2021 年 ，该 项 目 油 化 品 日 产 最 高 达 到

1.18 万吨，1—9 月完成油化品 312.29 万吨，吨

产品综合能耗、水耗、煤耗等指标进一步降

低，优于国家“十三五”规划先进指标，与国外

同类技术对比，在各类消耗、能效和产油能力

上具有明显优势。

“这是我厅多年来全方位支持产生的硕

果。”宁夏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该

厅通过加强政策引导、加快产业升级、搭建合

作平台等举措，加大对宁夏煤业公司的支持

力度。特别是推动其组建了宁夏首个国家国

际联合研究中心，形成以宁夏煤业工程技术

人员为带头人的 4个自治区级创新团队，有力

增强了企业核心竞争力。

此次宁夏共有 4个项目获奖，如西北稀有

金属材料研究院参与完成的“平板显示用高

性能 ITO 靶材关键技术及工程化”项目获得

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等，科技创新能力持

续提升。

宁夏牵头项目首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