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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陈梦阳 李铮 高爽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
党……”一首《学习雷锋好榜样》在神州
大地传唱半个多世纪。以一心一意跟
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雷
锋精神深入中国人的骨髓，为一代代中
国人崇敬、追随。

2018年 9月 28日，在东北三省考
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辽宁抚顺市雷
锋纪念馆，参观雷锋生平和事迹展。他
指出，雷锋是时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
永恒的。并强调，我们既要学习雷锋的
精神，也要学习雷锋的做法，把崇高理
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为具体行
动，体现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作出自
己应有的贡献，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
去。

一心一意跟党走 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

辽宁省抚顺市雷锋纪念馆，陈列着
雷锋生前在部队开过的13号汽车。驾
驶位上，端坐着雷锋的塑像，手中捧着
一本《毛泽东选集》。

雷锋纪念馆馆长任广友介绍：“雷
锋生前经常在车中学习《毛泽东选集》，
他将《毛泽东选集》比作粮食、武器和方
向盘，还在日记中写道：人不吃饭不行，
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开车没有方向盘不
行，干革命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行。”

雷锋精神内涵丰富，包括崇高理想
和坚定信念、奉献精神、敬业精神、创新精
神、创业精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热爱
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
和坚定信念。雷锋生前在日记里写道：

“我就是长着一个心眼，我一心向着党，向
着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正因为拥有
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雷锋把平凡的工作
与党和国家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无怨
无悔地奉献自己的所有。

从1961年开始，雷锋经常应邀去
外地作报告，出差机会多了，为人民服
务的机会就多了，有了“雷锋出差一千
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的赞誉。一次雷
锋在沈阳站换车，用自己的津贴费为一
位丢了车票和钱的中年妇女买了一张
去吉林的火车票。这位妇女含着眼泪
问：“大兄弟，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
位的？”雷锋回答：“我叫解放军，就住在
中国。”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
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
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雷锋22年短暂人
生的真实写照。

雷锋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
行，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每一项工作中
去，以高度的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出
色完成各项任务；真正做到了像一颗螺
丝钉，拧在哪里，就在哪里闪闪发光。

雷锋精神产生于社会主义建设的
火热实践中，也是五千年优秀中华文化
和红色革命文化结合的产物。

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田
鹏颖说，雷锋精神是永恒的。它指引人
们把崇高的理想和价值追求融入日常
工作和生活，激励人们把智慧和力量奉
献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从而实现自
己的价值追求。

从一个名字到中国人的道德标识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向雷锋同

志学习”的题词发表，全国各条战线、各个
行业迅速掀起学习雷锋先进事迹的热
潮。此后，每年的3月5日成为学雷锋纪
念日；雷锋日记、雷锋事迹、雷锋形象，伴
随着几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成长。

目前，仅辽宁省就有7个雷锋主题

纪念场馆，有一大批以雷锋名字命名的
学校、车间班组、公交车、公共服务窗口
等，有各级各类学雷锋标兵2000多人、
注册志愿者641万人。

“雷锋”，早已从一个典型人物衍生
为一种社会文化；从一个年轻战士的名
字，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道德标识。在
雷锋精神感召下，新的时代楷模不断涌
现。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建南社区
年过80的靳国芳被称为“雷锋奶奶”。
1992年退休后，靳国芳志愿为社区居
民服务28年，从照顾困难家庭、调解邻
里纠纷、为小区加装天然气管道、协调
规划停车位，到成立政策法律宣传、环
境卫生、空巢老人帮扶等11支服务队，
靳国芳“学雷锋志愿服务站”成为石家
庄响亮的城市品牌。

雷锋当年是从鞍钢入伍的。1977
年 1月，又有一位鞍钢青年入伍，他叫
郭明义。2010年以来，“跟着郭明义学
雷锋”成为当地学雷锋活动的新载体。
如今，郭明义爱心团队在全国有分队
1000多支，成员200多万人。2014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郭明义爱心团
队”的回信中这样写道：雷锋精神，人人
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积小善为
大善，善莫大焉。当有人需要帮助时，
大家搭把手、出份力，社会将变得更加
美好。

那些为人民服务的人，人们亲切地
称之为雷锋；社会风气出现问题之时，
人们呼唤着雷锋……雷锋精神，已深深
扎根人民心中，成为亿万中国人衡量生
命价值、道德品质的重要标尺；半个多
世纪以来，雷锋精神始终是一面永不褪
色的旗帜，是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

精神永恒 代代传承
抚顺雷锋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肖宇说，习近平总书记在雷锋纪念馆参
观雷锋生平和事迹展所作重要讲话，深
刻揭示了雷锋精神深入人心的根本原
因，指出了“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的历史必然。“雷锋精神”作为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与共产主义光辉思想相结合
的时代精神，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不断
涌现新的时代楷模，必须继续大力弘扬
雷锋精神。

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要以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雷锋精神的重要论述为遵
循，引导人们弘扬无私奉献、团结互助
的理念，自觉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在推
动国家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彰显价值、作出贡献。
2019年，辽宁整合全省学雷锋文化资
源建立了雷锋学院，作为全国党性教育
基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基
地。雷锋学院成立一年多时间，培训了
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区市的600多个班
次、4万余名学员。

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要不断健全
志愿服务体系，推进学雷锋与志愿服务
一体化，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学雷锋、人
人做雷锋的生动局面。在满足人民群
众多样化需求中送温暖、献爱心，在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树新风、育新
人，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中扬正气、
促和谐。据统计，目前全国实名注册的
志愿者超过1.6亿人，志愿服务参与领
域越来越广泛。

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要紧贴时
代，增强雷锋精神感召力。要把学雷锋
更好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
实践中，在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每一次大
的突破、每一次大的考验中，自觉用雷
锋精神旗帜鼓舞斗志、凝聚人心。

（新华社沈阳8月16日电）

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雷锋精神述评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记者
潘洁 成欣）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6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阿富汗局势回答
了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阿富汗局势发展很快，
中方如何评价当前阿富汗局势？

华春莹说，阿富汗局势已发生重
大变化，我们尊重阿富汗人民的意愿
和选择。阿富汗战乱已经持续40多
年，停止战争、实现和平，既是3000多
万阿富汗人民的一致心声，也是国际
社会和地区国家的共同期盼。

她说，中方注意到，昨天阿富汗塔利
班方面表示，阿富汗战争业已结束，将协
商建立开放包容的伊斯兰政府，并采取
负责任行动，确保阿富汗公民和外国驻
阿使团安全。中方期待这些表态能够得
到落实，确保阿富汗局势实现平稳过渡，
遏制各类恐怖主义和犯罪行径，让阿富
汗人民远离战乱，重建美好家园。

有记者问：中方与塔利班是否有
接触？是否承认塔利班政权？

华春莹说，中方在充分尊重阿国
家主权及国内各派意愿基础上，同阿
富汗塔利班等保持着联系和沟通，一
直为推动政治解决阿问题发挥建设性
作用。7月 28日，王毅国务委员在天
津会见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

责人巴拉达尔一行。
“我们希望阿富汗塔利班同阿各党

派、各民族团结起来，建立符合阿富汗自
身国情、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为阿富汗
实现持久和平奠定基础。”华春莹说。

她说，阿富汗塔利班方面多次表示，
希同中方发展良好关系，期待中方参与阿
富汗重建与发展，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
阿富汗领土做危害中国的事情。我们对
此表示欢迎。长期以来，中方始终尊重阿
富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始终不干涉阿
富汗内政，始终奉行面向全体阿富汗人民
的友好政策。中方尊重阿富汗人民自主
决定自身命运前途的权利，愿继续同阿富
汗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为阿富汗和平
与重建发挥建设性作用。

另有记者问：美欧等国都在紧急
撤离，中方有无撤馆计划？中方人员
在阿是否安全？

华春莹说，中国驻阿富汗使馆仍
在正常运作，中国驻阿大使和使馆人
员仍在履行职责。大部分在阿公民在
使馆安排下已经先期回国。现在还有
一些自愿留下的零星人员，使馆同他
们保持着密切联系，目前他们都是安
全的。中国驻阿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
阿局势发展，为每一位在阿中国公民
提供必要服务和帮助。

外交部发言人
就阿富汗局势答记者问

□新华社记者 吴黎明

8 月 15 日，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塔
利班代表在与阿富汗政府商讨“和平移
交权力”、阿总统加尼“出走”他国……
一日之间，阿富汗局势的发展急转直
下，“游戏终结”成为西方舆论的嗟叹。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自己，但往往
踏着相似的节拍。

人们记得，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从
耗时 20 年的越南战争泥潭中心怀不甘
地抽身而去，越共闪电般解放了西贡，
美国支持的南越政权不久即灰飞烟
灭。而今，“西贡陷落”的历史在阿富汗
重演，只不过其速度之快超乎许多人的
想象，尤其是对于主宰了阿富汗20年的
美国来说，“误判”的借口颇为风行。

2001 年 10 月，美国以打击“基地”
组织和塔利班为名发动阿富汗战争，推

翻塔利班政权，看似取得了极大成功。
20 年后，美军黯然撤离阿富汗，眼下正
被迫仓皇撤离最后的外交人员。美联
社说，拜登政府对喀布尔陷落之快感到

“极其惊讶”，毕竟前几天白宫还在鼓吹
美国培训、装备了数十万政府军，美方
情报报告称塔利班可能需要 3 个月攻
占喀布尔……

2021年“喀布尔陷落”有着多重隐喻，
必会成为后世史家常提的历史性事件。

“喀布尔陷落”标志着美国在这场
漫长的战争中无功而返。20年里，2000
多名美军在阿富汗战场丧生，数万人受
伤，战争耗资总额超过 2万亿美元。阿
富汗需要“无底洞式”投入，是不得不甩
掉的“包袱”。美国总统拜登就说过，阿
富汗战争经历了两位共和党总统和两
位民主党总统，不能把包袱丢给第五位
美国总统，也算是大实话。

“喀布尔陷落”标志着美国国际形

象和信誉崩塌。20年过去，北约盟友跟
着美国在阿富汗转了一圈，出钱出枪出
人，最终落得一地鸡毛，再次证明当美
国的“小跟班”没有好果子吃。用法新
社的说法，阿富汗变天意味着“美国的
形象散落一地”。

美国可以一撤了之，但留给阿富汗
人民的痛苦无穷无尽。20年来，阿富汗
已有 3万多名平民被美军打死、炸死或
因美军带来的战乱死亡，受伤人数超过
6万，约 1100万人沦为难民。事实一再
明证，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动乱输出国，
其“唯我独尊、宁负天下”的霸权主义政
策已经制造了太多人间悲剧。

“喀布尔陷落”标志着美国霸权走
向衰落的又一个转折点。众所周知，冷
战结束后，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一
时风头无二，“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
20世纪末尝到轰炸南联盟的甜头后，美
国在 21 世纪初打响了阿富汗战争与伊

拉克战争，尽显“舍我其谁”的霸主做
派。殊不知，天道轮回，穷兵黩武、称王
称霸不可能持久。2010 年 12 月，美国

《国家》杂志刊登题为《美帝国的衰亡》
的文章认为，2003年美入侵伊拉克是美
国衰落的开始，颇有先见之明。此后，
历经全球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等多重打
击，美国霸权走向衰落已成为不争的现
实，折戟阿富汗不过是美霸权“螺旋式
下落”的又一个节点。

当前，为应对“喀布尔陷落”，华盛
顿颇有些手忙脚乱。白宫部署数千名
美军士兵至阿富汗，以确保美方人员的
最后撤离。轰鸣的飞机声与仓皇的撤
退人群，映照的是帝国最后的黄昏。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喀布尔陷落”，敲响美国霸权衰落的丧钟

新华社墨西哥城8月15日电 （记
者 王钟毅）太子港消息：海地民防部门15
日说，截至当天下午，海地西部地区14日发
生的7.2级地震已造成1297人死亡。

据当地媒体报道，此次地震还造成

5700人受伤。
据当地华侨介绍，目前尚无华侨华

人在此次地震中伤亡的消息。
海地总理亨利15日前往受灾严重的

莱凯指挥救援，并前往当地医院看望伤员。

出发前他呼吁民众保持团结、共渡难关。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

息，当地时间14日7时29分（北京时间
14日 20时 29分），海地西部尼普斯省
发生7.2级地震，震中距海地首都太子

港约 150 公里，震源深度约 10 公里。
海地政府14日宣布开始实施为期一个
月的国家紧急状态。

2010年1月12日，海地发生7.3级
地震，超过30万人遇难。

海地西部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297人

新华社太原8月16日电 （记者
梁晓飞）记者从山西省应急管理厅了解
到，16日，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聚仙饭店

“8·29”重大坍塌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
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
事故，41名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理。

2020年8月29日9时40分许，临
汾市襄汾县陶寺乡陈庄村聚仙饭店发
生坍塌事故，造成29人死亡、28人受
伤，直接经济损失1164.35万元。事故
发生后，山西省政府成立事故调查组
对事故展开调查。

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因
违法违规占地建设，且在无专业设计、
无资质施工的情形下，多次盲目改造
扩建，建筑物工程质量存在严重缺陷，
导致在经营活动中部分建筑物坍塌的
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经调查，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聚仙
饭店建筑结构整体性差，经多次违规
加建后，承重砖柱及北楼二层屋面荷
载严重超载，同时不排除强降雨影响，
最终导致整体坍塌。

事故调查组认定，聚仙饭店经营
者违法占用土地建设房屋；两次通过
不正当手段取得未经审批的《集体土
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拒不执行原襄汾
县国土资源局下达的违法占地建饭店

处罚决定和襄汾县人民法院下达的行
政裁定书；将未经专业设计与施工、未
经过竣工验收的农房用于经营活动。

同时认定，临汾市和襄汾县地方
党委政府以及村“两委”和土地管理部
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原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未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及安全监
管责任，对长期存在的违法违规建设
未有效监督、制止和查处，对无证经营
行为查处打击不力，农村住房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工作不严不实不细。

报告指出，对聚仙饭店经营者，公
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依
照有关规定，对聚仙饭店处以罚款，责
令其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
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建设的房屋；对
事故涉及的41名有关公职人员，相关
部门给予了党纪政务处分或诫勉、批
评教育、责令检查等处理措施。

事故调查组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
措施建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
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扎
实开展城乡建筑领域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
治和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建立健
全保障农村建房质量安全的长效机制；提
高依法行政能力，对监管执法中的不作为、
乱作为、慢作为等突出问题要坚决纠正，对
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人员要严肃查处。

山西公布襄汾“8·29”重大坍塌事故
调查结果 41名责任人受处理

新华社香港8月16日电 （记者刘
明洋）反中乱港非法组织“民间人权阵
线”（简称“民阵”）15日宣布解散。香港
社会各界及主流舆论认为，祸港多年的

“民阵”垮台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彰显
香港国安法的强力震慑作用，香港由乱
及治再向前迈出一大步。但解散不是逃
避追责的挡箭牌，除恶务尽，香港警方须
彻查这个非法组织的累累恶行，彻底铲
除乱港“祸根”。

香港民建联、工联会、新民党、自
由党、新界乡议局等多个政团及法定
组织发表声明表示，“民阵”解散完全
是咎由自取，其反中乱港恶行罄竹难
书，必须警惕“民阵”借解散逃避应负
的法律责任，全力支持警方严正执
法，彻底调查“民阵”涉嫌违法问题，
绝不能姑息。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港区省级政协
委员联谊会、香港友好协进会、香港广东
社团总会、新界社团联会、九龙西区各界
协会等多个社会团体发表声明认为，祸
港多年的“民阵”垮台是人心所望，彰显
出香港国安法对反中乱港组织的强力震
慑。“民阵”自2002年“成立”至今一直是
没有依法注册的非法组织，其过往违法
问题不能一笔勾销，要依法严惩反中乱
港顽固分子。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吴良好
指出，“民阵”是反中乱港势力的核心组
织，其乱港恶行令香港社会付出沉重代
价，警方须依法追查其资金用途、成员所
涉违法活动、与境外势力勾结情况等非
法勾当，将违法者绳之以法。

香港律师会理事黄巧欣强调，“民
阵”这个所谓“团体”一直未经注册，无任
何法律基础收取款项及捐款，也没有向

公众交代相关情况及款项去向，有可能
触犯洗黑钱的相关法律条例。

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副主席丁煌指
出，“民阵”以非法团体的身份多次召集
未经批准的游行或集会，直接导致“修例
风波”期间“黑暴”事件反复出现，在香港
国安法生效后依然不知悔改。一旦被依
法追究，将会数罪并罚。

香港义工联盟主席谭锦球指出，“民
阵”长期呼应国际反华势力反中乱港，是
破坏“一国两制”事业、损害香港法治根
基的毒素和祸根，必须彻底肃清、连根拔
起，对其违法恶行必须认真清算。

香港《大公报》发表社评指出，“民
阵”宣布解散，一个反中乱港的“煽暴大
台”终于倒台，香港由乱及治步伐再迈进
一大步。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民
阵”就是非法“怪胎”，非法运作，更非法
筹款。这是一个撕裂社会、勾连外力、煽
暴煽乱、挑战国家主权安全的极端政治
组织，对香港祸害至深。除恶务尽，市民
坚定支持警方严格执法，全力铲除乱港

“祸根”与“毒瘤”。
《文汇报》发表社评指出，“民阵”这

个彻头彻尾的非法组织，是反中乱港的
主要祸源之一。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最
后一刻，它仍不忘自我美化、掩饰罪行，
企图继续误导公众，煽动对抗情绪，充分
暴露其死心不息反中乱港的邪恶本质和
险恶居心，无奈解散只为逃避罪责，伺机
卷土重来。

《香港商报》的时评认为，解散不是
免罪的护身符，有不法之举必受到法律
惩罚。长期从事反中乱港活动的“教协”

“民阵”等组织相继解散，也显示香港国
安法利剑显威，香港社会正逐步拨乱反
正。

香港社会各界及舆论：“民阵”垮台
民心所向 除恶务尽铲除“祸根”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8月16日，渔船陆续通过琼州海峡。当日中午12时，为期三个半月的中国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渔船陆续出海，前往目的地作业。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南海伏季休渔结束

●不慎将夏雅静与内蒙古巨东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的水语青城A区10号楼5301号房屋的认购协议（协议编号：S-
385、协议总金额：444851元，已付金额：222851元，未付款金额：
222000元）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
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