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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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世卫大会特别会议
聚焦大流行病新协议

新华社日内瓦11月29日电（记者 刘曲） 世界卫生
大会特别会议29日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为期3天的会议将
审议制定一项世卫组织防范和应对大流行病新协议的可行
性，旨在更好地预防、评估、发现和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大
流行病。

世卫大会通常于每年5月举行。由于新冠疫情，今年5
月的世卫大会决定成立一个会员国工作组，在随后数月内
审议了各独立小组、委员会等机构对疫情以来全球抗疫行
动的调查和评估后，于本次特别会议上提交了制定大流行
病新协议的可行性报告。就此进行审议，以便能尽早启动
相关起草和谈判程序是本次特别会议唯一一项议程。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开幕致辞中说：“新冠疫情暴
露并加剧了全球大流行病防范和应对架构的根本弱点——
复杂而分散的治理、资金不足、缺乏系统和工具等。而（应
对疫情的）自愿机制并没能解决这些挑战。我们能够解决
这些问题的最佳方式是在各国之间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协议。”

此次特别会议恰逢近期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受
到关注，世卫组织 26日将其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
世卫组织称，目前还不清楚奥密克戎毒株与包括德尔塔毒
株在内的其他“需要关注”变异毒株相比，是否更具传播性
或会导致更严重的疾病。

中老两国政府签署国境铁路协定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记者 樊曦 赵博） 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国境铁
路协定》签署仪式以视频形式在中国北京、老挝万象举行。
该协定是中老两国第一个铁路领域的政府间合作文件。

签署仪式上，中国国家铁路局局长刘振芳与老挝公共
工程与运输部长万沙瓦·西潘敦代表两国政府签署协定。

作为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和中老友谊的标志性项目，
中老铁路对双方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具
有重大意义。中老铁路为电气化客货运输铁路，设计时速
160公里（部分区段预留时速 200公里条件），于 2016年 12
月正式开工。线路全长 1035 公里，北起中国云南省昆明
市，向南经中国普洱、磨憨边境口岸，再经老挝磨丁边境口
岸、孟赛、琅勃拉邦、万荣，最终到达老挝首都万象。中老铁
路是一条秉承绿色生态环保理念，采用中国标准和先进技
术、高质量高标准建设完成的现代化铁路。

中老国境铁路协定是中老两国第一个铁路领域的政府
间合作文件，由中方国家铁路局和老方公共工程与运输部
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安全优质、便捷高效，深化友谊、
形成示范等原则共同商定，旨在约定两国铁路国境站及其
站间区间范围内有关重要事项，是双方开展铁路跨境运输
的基本规则，为跨境运输奠定了坚实基础。

巴巴多斯脱离英联邦成为共和国

新华社墨西哥城11月30日电（记者 朱雨博） 布里
奇敦消息：巴巴多斯 11月 30日正式脱离英联邦成为共和
国，此前担任巴总督的桑德拉·梅森宣誓就任该国首任总
统，取代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成为新的国家元首。

当天适逢巴巴多斯独立 55周年，梅森、英国王储查尔
斯、部分加勒比共同体国家元首等在巴首都布里奇敦出席
过渡仪式。

梅森在仪式上致辞时说，过去几十年里，关于巴巴多斯
改制的讨论持续不断，如今这些讨论被付诸实践。她还表
示，将为了国家和后代的利益自信而勇敢地前行。

巴巴多斯议会 9月 29日全票通过修宪提案，决定该国
将脱离英联邦，改制为共和国，以总统为国家元首。

俄官员：

俄罗斯须在2030年前实施金星探测计划
新华社莫斯科11月29日电（记者 黄河） 俄罗斯国

家航天公司总裁德米特里·罗戈津 11月 29日表示，俄罗斯
必须在2030年前向金星发射探测器，否则就会掉出航天强
国之列。

据塔斯社报道，罗戈津当天在参加尤里·加加林俄罗斯
政府奖颁奖仪式时谈到金星探测计划。他表示，到 2030
年，“金星-D”探测项目无论如何都必须实施，否则俄将有
可能失去航天强国地位。

罗戈津表示，俄国家航天公司正在与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讨论联合实施这一项目，但为了启动该项目，美国国内
还需要达成政治妥协。如果美国无法参与合作，俄罗斯仍
将独立实施该项目，或寻找其他合作伙伴。

“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9日报道说，俄罗斯计划于2029
年11月发射“金星-D”。据介绍，“金星-D”将由轨道和着
陆装置组成，用于全面研究金星的大气层、表面和内部结构
等。金星探测计划还包括：2031年 6月继续开展金星大气
层研究；2034年6月将大气、气溶胶和可能的土壤样本从金
星带回地球。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今年12月1日是第三十四个
世界艾滋病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
前对艾滋病防治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在各地区、
相关部门和全社会共同努力下，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积

极成效。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生命至上，进
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系统谋划。坚持预防为主、医防协
同，结合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完善防治体系，建强防治队

伍，发挥好社会力量作用，强化预防干预、监测预警、科研攻
关与国际合作，加强对感染者治疗、困难救助和人文关怀，不
断提高艾滋病防治能力和水平。

李克强对艾滋病防治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坚持预防为主、医防协同 不断提高艾滋病防治能力和水平

70年前，新中国动用 4万多峰骆驼向西藏运输物资，平
均行进1公里，就要消耗12具“沙漠之舟”。

如今，一条钢铁“天路”绵延千里，列车一日便达，为雪域
高原送来安康。

苍茫雪域，巍峨昆仑，见证了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奇
迹。青藏铁路，催生出“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
神。

2020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川藏铁路开工建设作出
重要指示强调，广大铁路建设者要发扬“两路”精神和青藏铁
路精神，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高质量推进工程建
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贡献。

爱国奉献，挑战极限
“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20世纪美国

旅行家保罗·泰鲁在《游历中国》一书中如是写道。
历史似乎也在印证着这个断言——
1958年 9月，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开工，同时格尔

木至拉萨段开始大规模勘测。但经历缓建、停工、复建，直到
1984年西格段才建成通车。受限于恶劣的自然环境、经济实
力等多方面因素，格拉段只能停建。

“到了昆仑山，气息已奄奄；过了五道梁，难见爹和娘；上
了风火山，进了鬼门关。”当地民谣道出青藏铁路沿线生存环
境的险恶。

一组组数字，记载着悲壮与残酷，诠释着何为“生命禁
区”：1953年修建青藏公路时，平均每修1公里就有1人牺牲；
1985年公路改建时，一个工程部门在三个月里，仅止痛片就
用掉13万片；海拔高于4000米的线路超过960公里，极端气
温达零下40摄氏度……

2001年 6月 29日，经过多轮论证，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
萨段工程正式开工。十万筑路大军满怀建功立业的壮志，迅
速集结，高擎“筑国脉、架金桥、扬国威、促团结”的旗帜，坚定
地迈向“生命禁区”。

施工到底有多难？
时任中铁一局青藏铁路铺架队队长李建国回忆，在海拔

4000米以上地段铺架，工人们穿着两层毛衣毛裤，再套上带
羊毛的皮衣、皮裤都不顶用；工地上修机器，四五分钟就得换
人，卸不了两个螺丝，人就冻得不能动弹。

氧气瓶与钢轨、道钉、枕木一道，成为施工现场最为常见
的物件。工人们常常背着5公斤重的氧气瓶施工，难受了就
吸几口氧，缓一缓再接着干。在海拔 4600多米的昆仑山隧
道工地，一年不到工人们就耗尽了约12万瓶氧气。

“艰苦不怕吃苦，风暴强意志更强，缺氧不缺精神，海拔
高追求更高！”铁路建设者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冒严寒、顶
风雪、战缺氧，挑战着生命的极限。

五易寒暑，一排排钢轨向雪域高原深处延伸——
2006年 7月 2日零时 31分，拉萨火车站内，从格尔木出

发的“青 1”次首趟进藏列车缓缓驶入站台。中国向世界宣

告：铁路修到了拉萨！
“谁又可能在稍动一下就要找氧气瓶的情况下铺铁轨？

这条铁路是中国‘敢为’精神的最佳例证。”英国《卫报》写道。

攻坚克难，勇创一流
随着清脆的爆炸声响过，眼前的情景让不少施工人员惊

讶：风火山隧道炸出的不是土石，几乎全是冰碴子。
风火山隧道全长1338米，轨面海拔约4900米，全部位于

永久性高原冻土层内，这样的地质环境被视为隧道施工的
“禁区”。

“高原冻土施工关键在控制温度。温度低了，混凝土无
法凝固；温度高了，围岩又会遇热融化，造成洞壁滑塌。”时任
风火山隧道掘进队队长任少强说。

在国内外没有成熟经验可直接应用的情况下，广大科技
工作者和建设者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创造性地研制了两台
大型隧道空调机组，将隧道施工温度精准控制在一定范围
内，保证了掘进需要。

浅埋冻土隧道进洞、冰岩光爆、冻土防水隔热……20多
项世界性高原冻土施工难题相继被攻克，世界海拔最高的铁
路隧道在风火山建成，打破了国外专家“青藏铁路过不了风
火山”的预言。

高寒缺氧、多年冻土、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工程难题当
前，这是一场与恶劣环境的斗争、与技术瓶颈的较量，更是一
场精神的淬炼。

——战高寒。铁路沿线平均不到 10 公里就有一座医
院，工人生病在半个小时内就能得到有效治疗；在风火山，建
成世界上第一座大型高原制氧站，填补了世界高海拔制氧技
术的空白……十万大军、五年征战，无一人因高原病死亡。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说：“这是中国在高原病防治方面创
造的一个世界奇迹。”

——斗冻土。铁路沿线连续多年冻土区达 550 公里。
“掌握冻土技术是青藏铁路工程的关键。”时任青藏铁路总设
计师李金城介绍说，建设者们反复实验，掌握了铁路沿线多
年冻土分布特征和变化规律，确立一套以“主动降温、冷却地
基、保护冻土”为技术思想的冻土工程中国模式。

青藏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旅客列车运行时速达 100 公
里，创造了冻土铁路运行时速的世界纪录，其所创新的冻土
成套工程技术，被认为是中国铁路对 21世纪世界工程建设
领域的重要贡献。

——护生态。为了保护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环保
工程投资约15亿元；科研人员开展“高原冻土区植被恢复与

再造”研究，使铁路用地上的植物试种成活率超70％，比自然
成活率高一倍多；全线建立了33个野生动物通道；为了给藏
羚羊让道，工程曾两度停工……2008年，青藏铁路格拉段工
程获得“国家环境友好工程”奖。

一流的勘察设计、一流的施工技术、一流的工程质量、一
流的管理、一流的服务水平……青藏铁路以众多的“一流”绘
就了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

“建设大军以惊人的毅力和科学的态度，战胜了各种难
以想象的困难，实现了建设世界一流高原铁路的目标。”中国
铁道学会理事长卢春房说。

接续奋斗，再攀高峰
一条“天路”联通雪域内外，一种精神贯穿过去与未来。
在世界铁路最高处——唐古拉地区，养护工人于本蕃自

格拉段开通运营以来坚守于此，在“走路都费劲”的环境中，
他每天至少走 10公里检查作业。十几年如一日，一丝不苟
地呵护着每一寸钢轨。“努力成为一枚不惧风雪的铺路石。”
于本蕃说。

点亮信号机、扳动道岔，为列车指引前行的方向。作为
西藏第一代藏族铁路职工，普桑已经守护“天路”信号设备15
载。“青藏铁路造福着我的家乡，能成为这里的一名工人，是
我一生的荣耀。”普桑说。

挂头、启动、控速、停车，手比眼看、呼唤应答、途中瞭
望。每次出乘，列车司机许宝平都力求让每一个细节无懈可
击。十几年来，他早已成为同事们眼中的“标准化作业指导
书”。“苦是真苦，但能在青藏铁路上开火车，一切坚守就变得
很有意义。”许宝平说。

精神因传承而不朽，一代代铁路建设者以挑战极限、勇
创一流之志，开启雪域高原发展的崭新篇章。

2020年 11月 8日，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开工建设，又
一条钢铁“天路”将通向雪域高原。新建正线长度 1011 公
里，30公里以上隧道有 6座，超过 100米的高桥有 9座，修建
难度之大世所罕见。

“90后”小伙赵卫星参与了川藏铁路拉林段藏木特大桥
修建，下一步即将转战川藏铁路雅林段。“老一辈的精神一直
激励着我们，让我们更有信心、有决心为高原铁路建设贡献
一份力量。”他说。

亘古高原，璀璨星斗，再一次见证着铁路建设者们奋进
的步伐。新时代、新征程，他们必将续写新的传奇。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挑战极限 勇创一流
——青藏铁路精神述评

新华社记者 周圆 樊曦

11月30日拍摄的新建福厦铁路泉州湾跨海大桥（无
人机照片）。

当日，中国首条跨海高铁——新建福 （州） 厦
（门） 铁路泉州湾跨海大桥全桥贯通，标志着新建福厦
铁路建设进入最后冲刺期。

新建福厦铁路正线全长277.42公里，其中泉州湾跨

海大桥全长20.287公里，海上桥梁长8.96公里，跨越泉
州湾的主桥长800米、主跨400米，为双塔双索面钢混结
合梁半漂浮体系斜拉桥。

福厦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福州至
厦门将从现在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新建福厦铁路泉州湾跨海大桥全桥贯通
一艘偷渡船11月24日从法国出发后，在试图穿越英吉

利海峡前往英国的途中沉没，导致27人死亡。面对这一悲
剧，英法两国互相指责对方应对非法移民问题不力。

从法国北部以各种方式穿越英吉利海峡偷渡前往英国
的非法移民多年来一直存在，但近期数量骤增。非法移民
往往通过躲藏在卡车、渡轮中或搭乘小船等危险方式穿越
英吉利海峡。11月24日，移民乘船抵达英国邓杰内斯角海
岸。 新华社发（史蒂夫·芬恩 摄）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记者 刘夏村） 记者30日从
应急管理部获悉，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安排下拨 2021
至 2022年度中央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资金 51.98亿元，
用于支持和帮助受灾地区统筹做好受灾群众今冬明春期间
基本生活保障工作。

针对部分省份冬春救助任务较重的实际，应急管理部、
财政部提前印发通知，组织指导各地认真开展调查摸底，精
准统计上报救助需求，扎实有序做好冬春救助工作，确保资
金尽早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保障受灾群众温暖过冬。

两部门下拨中央冬春临时
生活困难救助资金51.98亿元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记者 董瑞丰） 记者在国
家卫生健康委3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020年
底，全国共组建县域医共体 4028个，提高了县域医疗卫生
整体服务效能，有效促进了分级诊疗。

数据显示，县域医共体牵头医院进一步做强专科，2020
年的出院患者三四级手术比例达到42%。试点地区县域内
住院人次占比78%，县域内就诊率90%，与同期非试点县患
者持续外流形成鲜明对比。

同年，县域医共体牵头医院平均帮助基层开展新技术、
新项目 11.4个，试点地区基层机构诊疗人次占比下降趋势
整体出现逆转，县域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急诊占比、慢病
患者基层管理率达到55%和77%。

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全国启动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建设试点，确定山西和浙江 2 省份、其他省份 567 个县
（市、区）共754个县（市、区）为试点县，2021年，又增加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为试点省份。

据介绍，两年来，试点地区立足“强县域、强基层”，在医
共体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服务模式等方面深化改革、细化
措施，取得积极进展和成效。

全国已建4028个县域医共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