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第三批 18名航天员主要由空军飞行员、
科研院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科研单位的专
家等三方面人员构成。 男女航天员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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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劳模“好声音” 汇聚奋进正能量

2020 年 12 月 4 日， 安徽省学习宣传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
彰大会精神劳模宣讲团举行首次宣讲活动。

首次宣讲活动感人至深。

2020 年 11 月 24 日，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胜利召开后，省委常委会会议对学习
宣传贯彻大会精神作出专门部署，提出明确要求。省总工会迅即行动，紧锣密鼓开展大学习、大宣传、
大培训，扎实推动学习宣传贯彻活动往实里走、往深里走、往心里走，转化为推动工作的行动自觉和
强大动力。

坚持政治性 迅速掀起阵阵热潮

省总工会第一时间召开全省工会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模表彰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视频会议并印发文件通知，对全省
工会学习宣传贯彻作出具体安排；举办全省工
会学习贯彻专题培训班，学深悟透；通过省推
进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协调小组会、
全省工会工作务虚会等形式，持续将学习贯彻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引向深入， 紧密结合实
际， 谋深谋远谋实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会工作。
全省各级工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深入基层一线，
广泛宣传宣讲，自上而下、层层发动，迅即掀起
学习宣传热潮。

注重先进性 传播劳模奋斗故事

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 、 人民的楷模 ，
是共和国的功臣 。 在日复一日的平凡工作

中 ，垒山不止 、成就伟大 ，这就是劳模先进的
可亲之处 、劳模精神的可学之处 。

2020年 12 月 4 日 ， 省委宣传部 、 省总
工会专门成立了安徽省学习宣传全国劳动
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精神劳模宣讲
团 （以下简称 “劳模宣讲团 ” ） ，7 位省总领
导分别带团并作主旨宣讲 ， 用一个月的时
间分赴 16 个省辖市开展宣传宣讲 ，线上线
下受众达 150 余万人次 ， 在江淮大地奏响
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主旋律 ， 率先做到了
区域全覆盖 。

32 位新当选的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
闪亮登场 ，向各行各业 、各条战线的劳动群
众讲述奋斗历程 ，阐释劳模精神 ，汇聚奋进
力量 。

全国劳动模范、江汽集团乘用车制造公司
机电首席专家汪清的生动宣讲，感染着现场听
众，也激发了“后浪”的感触。 江汽集团青年职
工陈凯说：“劳模就在身边， 我们的汪清大师，
是我最崇拜的劳模。 他用热爱、钻研与坚守，从
一名普通技术工人成长为令人钦佩的‘维修大
王’、专家，我也想努力成为像他这样的工匠”。

劳模宣讲报告通过网络直播后，基层工会
还组织职工开展劳模故事分享会等学习研讨，
实现台上台下、场内场外、网上网下全方位互
动，广大网友纷纷跟帖、留言、点赞，舆情热度
指数飙升至五星级，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多
声部的主流舆论阵地，达到大珠小珠落玉盘的
效果。

突出群众性 引导职工争当先进

经省总工会推荐 ，本次 “劳模宣讲团 ”成
员之一的刘双燕作为全国 5 名新当选劳模和
先进工作者代表之一， 在全国劳模大会期间
出席了国新办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 围绕
“岗位成才、奋斗圆梦”同中外记者、广大职工
群众交流。

2021 年 1 月 11 日， 省总工会联合安徽日
报报业集团举办了 “致敬劳动者 奋进新征
程———安徽职工建功 ‘十三五 ’风采展 ”，专辟
“劳模风采”展区，制作劳模短视频，集中展示
84 位新当选全国劳模风采。 展览期间，网上展

馆浏览人数达 15 万余人，群众点赞量达 300 余
万次。

省总工会还创新宣传方式，让劳模从讲台
“走进”地铁站，利用电子屏滚动播放劳模工作
场景照片和劳模心语的精美海报， 让劳模风

采、劳模精神与老百姓“天天见”，劳模先进成为
人们眼中的风景、学习的榜样。 仅一个月时间，
宣传覆盖面达 200 万人次。 引导和团结广大劳
动群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
来，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为建设
经济强、百姓富、生态美的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
徽凝聚强大力量。

探索创新性 营造社会浓厚氛围

光荣属于劳动者 ，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 、
工匠精神要常讲常新。 全省各级工会将进一
步做细做实劳模先进事迹宣传工作， 讲好劳
模故事 、劳动故事 、工匠故事 ，在全社会形成
尊重劳模 、关爱劳模 、学习劳模 、争当劳模的
浓厚氛围。

研究制定 《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重
要讲话精神的意见》，将指示要求转化为具体
工作举措，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统筹推
进全省各级工会结合实际创新劳模宣传宣
讲 ，依托新时代职工文明实践中心 （站 、所 ），
广泛深入开展劳模精神宣传宣讲活动， 持续
推进大会精神进企业 、进车间 、进班组 ，传达
给每一位劳动者。

适时组建全省劳模宣讲人才库 ， 举办
劳模宣讲培训班 ，从理论深度和宣讲技巧
上提升宣讲水平 ， 通过劳模宣讲凝聚人
心 ，切实将广大职工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
落实中央 、省委重大战略部署和各项任务
上来 。

从 2021 年元旦到 “五一 ”前后 ，集中 5 个
月的时间， 坚持把劳模先进典型作为宣传重
点， 利用中央和省主流媒体以及各类工会阵
地 ，运用全媒体传播 ，让劳模先进更加可亲 、
可信、可学，让劳模精神更接地气、直抵人心，
真正达到劳模先进典型“点亮一盏灯，照亮一
大片”的效果。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创业维艰，奋斗以
成。在 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
记勉励年轻干部立志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

作风的忠实传人，不断增强意志力、坚忍力、自
制力，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努力创造无愧
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顺利开启。
新中国成立不久， 我们党就提出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未来 30 年将是我们完
成这个历史宏愿的新发展阶段。征途漫漫，惟
有奋斗。 我们通过奋斗，披荆斩棘，走过了万
水千山。 我们还要继续奋斗，勇往直前，创造
更加灿烂的辉煌。我们深知，越是接近民族复
兴越不会一帆风顺， 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

涛骇浪，必须时刻保持警醒，不断振奋精神，
继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继续艰苦奋斗、锐
意进取，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力拼搏。

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接班人， 在新
时代新征程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就要发扬
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始终做到对党忠
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密切联系群众，
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敢于斗争、善
于斗争， 永远艰苦奋斗。 要不断筑牢信仰之
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不断提高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立志
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勇于担苦、担
难、担重、担险，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
要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新时

代党的创新理论成果， 运用党的科学理论优
化思想方法，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力

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老实人、说老实话、
干老实事。 要坚持当“老百姓的官”，解决好
“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拜人民为
师、 甘当小学生，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
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有“检身若
不及”的自觉，经常对照党的理论、对照党章
党规党纪、对照初心使命、对照党中央部署要
求，主动查找、勇于改正自身的缺点和不足，
本着对党、对事业、对同志高度负责的精神大
胆开展批评， 涵养虚心接受批评的胸怀和气
度，胸襟开阔、诚恳接受 ，有则改之 、无则加
勉。 要自觉加强斗争历练，坚定斗争意志，善
斗争、会斗争，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增强底
线思维，练就斗争的真本领、真功夫。 要接过
艰苦奋斗的接力棒，勇挑重担、苦干实干，在
新时代新征程中留下许党报国的奋斗足迹，

坚持以俭修身、以俭兴业，坚持厉行节约、勤
俭办一切事情，培育积极健康的生活情趣，坚
决抵制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永葆共产党人清
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 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曙光在前、前途光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永葆初心、牢记
使命，持之以恒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把苦难辉煌的过去、日新月异的现在、光明宏大
的未来贯通起来，在乱云飞渡中把牢正确方向，
在风险挑战面前砥砺胆识， 激发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信心和动力，风雨无阻，坚
毅前行， 我们就一定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 铸就新
的历史伟业。

（载 3 月 5 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 3
月 4日电）

酷，，““天问一号””传回高清火星照！！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4 日电 （记者 胡

喆 胡璐）3 月 4 日， 国家航天局发布 3 幅
由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天问一号”探
测器拍摄的高清火星影像图，包括 2 幅全
色图像和 1 幅彩色图像。

全色图像由高分辨率相机在距离火星
表面约 330千米至 350千米高度拍摄，分辨
率约 0.7米，成像区域内火星表面小型环形
坑、山脊、沙丘等地貌清晰可见，据测算，图
中最大撞击坑的直径约 620米。彩色图像由
中分辨率相机拍摄，画面为火星北极区域。2
月 26日起，“天问一号” 在停泊轨道开展科
学探测，环绕器高分辨率相机、中分辨率相
机、矿物光谱仪等科学载荷陆续开机，获取
科学数据。环绕器上的高分辨率相机配置两
种成像探测器，能够实现线阵推扫和面阵成
像，对重点区域地形地貌开展精细观测。 中
分辨率相机具备自动曝光和遥控调节曝光
功能，能够绘制火星全球遥感影像图，进行
火星地形地貌及其变化的探测。

为什么有的火星照是黑白的，有的是彩

色的？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新闻发言人、国家
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副主任刘彤杰
表示， 黑白还是彩色照片与拍摄模式有关，
高分辨率相机的照片，是探测器在大椭圆轨
道上运行时，采用线阵推扫的方法拍摄而成
的，分为全色、彩色、自定义等模式，其中全
色（即黑白）图像最为清晰，数据量最大，科
学价值最高。彩色图像清晰度是全色图像的
四分之一，全色和彩色模式的图像融合处理
后，就会得到既清晰又美观的彩色图。

“这是中国首次拍摄的近景火面图像。”
据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科技委主任包为民介绍，火星探测之路
可谓险象环生，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起步
虽晚，但起点很高、难度也很大，计划一次实
现对火星的“绕、着、巡”三种探测。为确保后
续任务的顺利实施，“天问一号”在到达火星
后，还要对预选着陆区乌托邦平原的地形地
貌进行详查、对进入火星的飞行走廊气象进
行观测。 经风险评估后，将在 5月到 6月择
机着陆火星，进行巡视探测。

新国家作物种质资源库
将于今年建成

新华社北京 3 月 4 日电（记者 胡璐 姜琳）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农科院副院长万建民 4 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
议首场“委员通道”上说，我国正在加紧建设国家作物种质资
源库。 新的种质库今年建成后可保存 150 万份种质资源，保
存能力将位居世界第一。

对于有着 14 亿人口的大国来讲， 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
永恒的课题，而种子安全是关键。万建民委员说，我国粮食产
量已经连续 6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已
经稳定在 470 公斤左右，高于国际公认的 400 公斤粮食安全
线。 特别是作为口粮的稻谷和小麦，多年更是产大于需。

“这些年我国粮食绝对够吃，但粮食安全的弦任何时候
都不能放松。 ”他表示，要让国人吃饱吃好，一靠政策，二靠科
技。 经过“十三五”育种科技攻关，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
96%以上，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可以说，“中国
粮”主要用上了“中国种”。

万建民委员同时表示，虽然总体上我国农业生产用种安
全有保障、风险可控，但在一些品种、环节和领域还存在短板
和弱项。为此，中央及时部署打好种业翻身仗，通过保护种质
资源、加强种业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对优势企业予以重点扶
持、发展现代化农作物制种基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举措
强化粮食安全。

第三批航天员准备进入训练

新华社北京 3月 4日电（记者 刘开雄 郑明达）“新选拔
的第三批 18 名航天员已经报到，准备进入训练。 ”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 4 日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

杨利伟介绍，第三批航天员主要由空军飞行员、科研院所
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科研单位的专家等三方面人员构成。 不同
于前两批航天员备战我国空间站的建造期任务，第三批航天员
主要是为空间站运营阶段的飞行而准备的。 男女航天员均有。

他透露，我国空间站已经进入全面建设期，特别是在今
年已经进入建造期，目前各项工作的进展很顺利。“上半年计
划发射核心舱、天舟二号货运飞船，以及神舟十二号载人飞
船，在下半年还要进行天舟三号以及神舟十三号的发射。 ”

他说，航天飞行将是常态化。 “第一批和第二批航天员，
目前就是随时准备飞行的备战状态。 ”

“第三批航天员还要经过 3 到 4 年的周期性基本训练之
后，才能够具备执行任务的能力。 ”杨利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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