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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血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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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子

弘扬抗洪精神 凝聚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
【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精
神
谱
系
】

历
史
川
流
不
息

\

精
神
代
代
相
传

伟大的抗洪精神以“一方有难、八方
支援”“全国一盘棋”的大团结、大协作精
神，诠释了生命至上理念，汇聚了强大合
力, 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
部分。

抗洪精神的提出，缘于 1998年的那
场特大洪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紧急行
动起来，团结奋战，力挽狂澜，确保了人
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使这场特大自然灾
害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在这场斗争
中所形成的伟大抗洪精神，成为了中华
民族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

自然灾害，是对一个国家综合国力
的考验，更是对一个民族凝聚力的考
验。在抗洪斗争的过程中，全国上下团
结一心，前方后方齐心协力。从千里长
堤到首都北京，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
从沿海省市到边疆地区，中华儿女的力
量迅速集结在一起。在灾害面前，全国
人民展现出了超凡的凝聚力。面对特大
自然灾害，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当
伟大的精神力量把全国人民紧紧地凝聚
在一起时，就会形成抵御风浪、战胜困难

的基础和动力。一个英雄倒下去，千万
个英雄站起来。这种慷慨赴难、视死如
归的大无畏气概，天地为之动容，世人为
之赞叹。有了这种英雄主义的鼓舞，中
国人民就能始终坚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
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
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
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
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而抗洪精神
的内核之一，就是担当使命。

洪水当前，共产党员们豁得出、顶得
上、冲在前，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是抗洪
战场上嘹亮的冲锋号，它吹到哪里，哪里
就站起来一批意志不垮的先锋，哪里就
冲上去一批勇于献身的劲旅。在抗洪救
灾的日日夜夜里，或平凡或关键，或朴实
或华彩的身影，永远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永远是共产党员的骄傲。这样的共产党
员很多很多，他们没有豪言壮语，没有留

下姓名，只是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用共产党员所有的智慧和生命，坚守着
江河背后人民生活一岁又一岁的和谐与
安宁。

在抗击灾难、挑战困难中，全国人民
携起手来，无疑就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
最坚固的铜墙铁壁! 只要我们万众一
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没有战胜不了的灾情。

防汛抗洪，对广大党员干部来说，又
是一场场严峻的大考。赶考为人民，向
人民交出的考卷能否及格乃至优秀，至
为重要。科学的精神、求实的作风、严谨
的态度、以人为本的信念，让共产党员一
次次面对洪水考验时，交出了成功的答
卷。翻开这份热血澎湃的答卷，一个答
案熠熠生辉：党的领导是引领中国号巨
轮劈波斩浪的“舵”与“锚”，千千万万党
员是浊浪滔天时人民无惧艰难险阻、保
卫家园的主心骨、定盘星。在每一寸被
洪水浸泡过的土地上，我们看到了共产
党员顽强拼搏、坚韧不拔的钢铁意志和
用生命坚守岗位的负责精神。泰山般巍

峨的抗洪精神，成为激励全国人民同舟
共济、劈波斩浪的航标。全国上下齐心
协力抗洪救灾的画面，定格成震撼心灵
的群雕，唤起我们和衷共济的精神力
量。抗洪精神的激情喷发，绝不是瞬间
的灵光一现，而是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
征程中努力奋斗的心血从量变到质变的
厚积薄发。

抗洪精神并没有随着 1998 年抗洪
抢险工作的结束而消逝，它已经成为中
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伟大
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做支撑。在抗洪
精神的鼓舞下，中国人民以百倍的热情
又投入到灾后重建的工作当中。而且，
从之后多年的情况来看，每当中华民族
遇到重大困难和障碍的时候，抗洪精神
都已成为我们战胜各种困难、扫除各种
障碍的重要精神资源，鼓舞着中国人民
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前进。伟大的
抗洪精神，既是中华民族夺取抗洪抢险
救灾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中国人民坚
强意志和必胜信念的集中体现，更是推
动中国更好更快发展的力量源泉、信心

所在。
2021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历
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
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
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伟大抗洪精神传承、弘扬并发扬光
大，更加需要我们增强责任意识、担当意
识、奉献意识，有困难要克服，有大山要
攀登，有对手要竞争，有宏图大略要实
现。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激发我们的意
志，振奋我们的精神，提高我们的工作效
率。在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让我们大
力弘扬伟大的抗洪精神，并把这一精神
体现在自觉行动上，求真务实，真抓实
干，不断增强执行力、落实力，认真扎实
做好各项工作，在更高起点上实现内蒙
古自治区发展的新跨越。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
研究员）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不怕困难、顽强拼搏
坚韧不拔、敢于胜利

1998年的那场特大洪
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紧急
行动起来，团结奋战，力挽
狂澜，确保了人民生命财产
的安全，使这场特大自然灾
害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

□本报记者 郭丽娜 包小婷

2021年7月1日，国家电网内蒙古东部
电力有限公司职员韩振安也正式成为一名中
国共产党员，他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自豪。谈
起抗洪精神，他坚定的表示，抗洪精神是我们
中华民族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战胜
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中国梦的强
大动力。

韩振安说：“抗洪精神历久弥坚，代代相
传，始终激励着我们青年一代顽强拼搏，勇
往直前。前不久，在河南暴雨灾情中，我们
再一次见证了抗洪精神的伟大，国家和人民
的力量。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要用实际行
动，大力弘扬和传承抗洪精神，接续奋斗。
我要牢记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殷切希望，以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
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
人民的殷切期望！”

□本报记者 郭丽娜 包小婷

“抗洪精神深深影响着我们每一个电力人，赋予了我们
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精神力量，时刻激励着我们，要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不怕苦、不怕累，遇到事情有担当，遇到困
难勇斗争。”谈起抗洪精神，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供电所所长
白永福激动地说。白永福，是一名退伍军人，在电力行业工
作30年。多年来他参与过大大小小的抗灾保电工作不下百
次。在他心中，抗洪精神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

2017年8月，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爆发特大洪水，为
了保障九千多户居民用电，白永福与同事们连续一周，每天
工作十多个小时。2020年11月，暴雪横扫奈曼旗，青龙山
地区为灾区中心，抢修路上车辆无法通行，他们就徒步巡视，
清除故障点。今年7月12日晚，奈曼旗青龙山镇四一村遭受
龙卷风重创，他们就连夜巡视，雨中作业，历经39个小时的抢
修，830户居民全部恢复用电……

白永福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极端天气，面对多大的困难
险阻，作为电力人，我们必须要迎难而上，取得胜利。因为我们
的背后是百姓，万家灯火需要我们来保驾护航。抗洪精神就是
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动力。我们要用实际行动，践行
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服务好百姓，确保电力安全可靠供应。”

□本报记者 郭丽娜 包小婷

“您好，北疆应急，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王宝良，内蒙古共
青团直属北疆应急保障志愿服务队队长，手机24小时不关机，每当
接到求助电话，他会迅速召集队员，前去救援。他说：“越是危险，越
要临危不乱，合理应对。我们要用专业的能力，服务好每一位需要
我们的人。从事应急救援志愿服务，就要有强烈的志愿服务精神和
抗洪精神。”

王宝良坚持志愿服务13年，酷爱越野的他，有着丰富的野外救
援经验。他所在的志愿服务队，专业从事应急救援志愿服务。在他
心中，救援就是要齐心协力，分秒必争，将损失降到最小。而抗洪精
神能把大家紧紧地凝聚在一起，形成强大战斗力。

2020年，一场暴雨导致呼和浩特市一家工厂被淹，厂区下水
管道破裂，污水横流、气味刺鼻，王宝良带领队员们凌晨两点前去救
援，在污水中连续作战四个小时，直至解除内涝。像这样的保障救
援案例，对于王宝良和他的队员们来说，再寻常不过。

回想起每次的救援经历，王宝良感慨万千。他说：“遇到求助，我
们的队员总是一呼百应，大家相互帮助、齐心协力、众志成城，这种力
量、这种精神，将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并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

目前，内蒙古共青团直属北疆应急保障志愿服务队现有志
愿者1500余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志愿服务队曾经救助过的对
象，三分之一是慕名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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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艰险越向前 汲取精神力量
矢志接续奋斗

团结的力量
可以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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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丽娜 包小婷

“亲身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更加懂得了抗洪精
神的伟大。在危难关头，抗洪精神，激励着我们奋力
前行……”通辽市开鲁县辽河街消防救援站站长助
理孟庆鹏，翻看着自己去年抗洪抢险时的照片，坚定
地说。

2020年7月，安徽省六安市等地汛情告急，洪水
肆虐。当时正在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南京训练总
队参加培训的孟庆鹏，得知汛情后，第一时间请战增
援。在安徽省，孟庆鹏与全国各地的消防员们一起奋
战在抗洪抢险第一线，他们不怕困难、顽强拼搏，战胜
了一次又一次的洪峰。在这里，孟庆鹏也见证了全国
各地军民团结一心，与洪水抗争到底的信心与决心。

越是遇到困难,越能彰显精神力量的重要。孟
庆鹏说，在抗洪救援过程中，每一个抉择都至关重要，
事关生死。正是因为拥有精神力量的激励，在危难关
头，我们坚信，只要坚持住，才能绝处逢生，才能取得
胜利。作为一名消防员，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抗洪精神一直鼓舞着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保护
好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只要国家和人民
需要，我时刻准备，奋战一线……

抗洪精神激励我们奋力前行

党的领导是引
领中国号巨轮劈波
斩 浪 的“ 舵 ”与
“锚”，千千万万党
员是浊浪滔天时人
民无惧艰难险阻、
保卫家园的主心
骨、定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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