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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是抵御风险挑

战、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在全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

出这次抗疫斗争有力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

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强调只要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善于运用制度力量应对风险挑战冲

击，我们就一定能够经受住一次次压力测试，不

断化危为机、浴火重生。

实践是最好的试金石。衡量一个国家的制度

是否成功、是否优越，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其在重

大风险挑战面前，能不能号令四面、组织八方共同

应对。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我们坚持党中央集中

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党

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一体行动，坚持全国一盘

棋，动员全社会力量、调动各方面资源，凝聚起抗

击疫情的强大合力。从果断关闭离汉离鄂通道、

实施史无前例的严格管控，到举全国之力实施规

模空前的生命大救援，从充分发挥科技对疫情防

控的支撑作用，到发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援助时间

最集中、涉及范围最广的紧急国际人道主义行动

……全国迅速形成统一指挥、全面部署、立体防控

的战略布局，开展了全方位的人力组织战、物资保

障战、科技突击战、资源运动战，经过艰苦努力夺

取了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在疫情防控和经济

恢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能

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能够充分发挥

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

这次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领

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

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能够战胜任何艰难险

阻，能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

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

动荡变革期，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我

们必须辩证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大势，统筹两个大局，

有效防范和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冲击。

这次抗疫斗争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

集中检验，深刻启示我们：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

越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健全各方面制度，完善治理

体系，促进制度建设和治理效能更好转化融合。要

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应对变局、

开拓新局，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

更加注重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更多解决深层次体

制机制问题，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要

加快补齐治理体系的短板弱项，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着力提高应对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夯实制度保障。

国之兴衰系于制，民之安乐皆由治。面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保持

勇往直前、风雨无阻的战略定力，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

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我们就一定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

新的胜利。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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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召开的全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共有 200名党员

被授予或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荣誉称号。

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大考中

交出合格答卷。在这场没有硝烟的

斗争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牢记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挺身而出、英勇

奋战，鲜红的党旗高高飘扬在防控

疫情斗争第一线。

白衣执甲
守护人民群众安康
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急诊

科、ICU 主任付守芝，8 日在北京参

加完表彰大会后，深夜 12 点才回到

武汉家中。第二天早上 7点多，放不

下病人的她又出现在科室。

回忆起战“疫”经历，54 岁的付

守芝依然难忘疫情初期的紧张。面

对激增的患者，她坚持“有张椅子就

收下”，为辗转奔波的患者提供及时

救治。临时扩建的床位没有吸氧的

插孔，她就把氧气瓶、氧气袋全部找

出来给病人用上。

“我是科室党支部书记，关键时

刻必须发挥示范和带头作用！”为保

护同事，她经常独自完成气管插管

等高风险手术。在她的带领下，团

队成功救治 109名危重症患者。

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妇科肿瘤专科护士长张宏主动请

缨，第一批进入隔离病房。她每天都

要面对患者病情突变，时刻准备开展

紧急抢救。为重症患者擦洗身体、护

理大小便、采集咽拭子、清创换药

……疫情期间，她曾连续 15 天没离

开发热病房，每天工作13小时以上。

“在这特殊时刻，为党分忧、为国

尽责，守护人民健康，是我的责任。”拥

有12年党龄的张宏斩钉截铁地说。

湖北，近百天；黑龙江，17天；吉

林，23天；新疆，45天……这是重症医

学专家、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党委

副书记邱海波今年的抗疫时间表。

1月中下旬，邱海波临危受命奔

赴武汉。在武汉的90多天，他每天辗

转于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汉市肺科

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等重症患者

集中收治医院，一直战斗在“红区”。

疫情初期，有些医护人员对床

边抢救等高感染风险的操作心存顾

虑，邱海波就自己上，用行动给大家

鼓劲。“在最具挑战的现场，给病人

最多的生命机会，这就是重症医学

科医生的使命！”

迎难而上
筑就防控“铜墙铁壁”
1 月 30 日下午，武汉市公安局

新村街派出所副所长邵玉春正在一

栋居民楼转运疑似患者，不远处的

楼栋内传来一阵带着哭腔的呻吟

声。循着声音奔去，他在二楼楼梯

口找到了呼救老人。

当时老人正发高烧，四肢无力，

已几近昏迷。见老人病情危急，邵玉

春没有多想，立刻背上老人，一步步艰

难地向下挪动。老人身体不时往下

坠，每挪动一小步，邵玉春就得停下

来，用力顶托，重新调整背姿……

武汉战“疫”期间，类似的场景

邵玉春多次经历。他先后转运病患

87人次，主动为群众排忧解难，还侦

破多起涉疫案件，把对人民的一片

丹心书写在抗疫最前线。

6 月，北京市连续出现新发病

例。在每一次的北京市疫情防控

新闻发布会上，有个公众熟悉的面

孔——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

委委员、副主任庞星火。

带领现场工作组成员第一时间

进行深入细致的流行病学调查，迅速

展开病毒溯源工作……庞星火带领

流调人员在最短时间内将疫情的“暴

风眼”锁定在了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

场，为阻断疫情传播争取了主动权。

战“疫”期间，全国广大社区干部

不分昼夜，连续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

武汉东湖新城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

会主任陶久娣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她第一时间跑遍社区 3325套住

房和1000多个商铺，绘制网格化作战

图。组建 215人的志愿服务队，进行

封控巡查，每天都工作到大半夜。

陶久娣说，社区抗疫最艰难的

时候，党员先锋队组成了社区坚实

的防控力量。“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

大抗疫精神，充分发挥一线党员干

部先锋模范作用，慎终如始、再接再

厉，用心用情服务好群众。”

众志成城
凝聚战“疫”磅礴伟力
武汉疫情牵动着国人的心，作

为曾在武汉服役 17 年的老兵，河南

省沈丘县白集镇田营村党支部书记

王国辉也不例外。武汉“封城”后，

王国辉当即做出决定：“去武汉送爱

心蔬菜，尽一点微薄之力！”

大年三十上午10时许，王国辉带

着5吨蔬菜从沈丘县出发，一路向南行

驶，终于在晚上8时许到达武汉。接收

蔬菜的一位同志连声道谢，声音沙哑

着说：“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返回村里的王国辉在结束隔离

后，立即投入到了村里的疫情防控工

作中。疫情期间，在王国辉和村里党

员干部共同努力下，田营村全村2986
人无一人感染。

今年2月，在四川成都从事餐饮

行业的青年党员刘仙得知武汉的医护

人员很难吃上热饭，毅然带领经理和

3名厨师连夜逆行，奔赴武汉支援。

穿着雨衣穿梭在门店和医院之

间，给医护人员送去热乎乎的盒饭，刘

仙被武汉医护人员和广大网友亲切地

称为“雨衣妹妹”。回到成都后不久，刘

仙依托共青团四川省委“志愿服务”平

台，发起成立“雨衣公益”志愿服务组

织，让更多有需要的人能够得到帮助。

“作为党员，作为企业家，要有

社会责任感。‘雨衣妹妹’不是一个

人，大家集合在一起，就成了一把大

伞，能保护更多的人。”刘仙说。

作为中交二航局武汉疫情防控

应急项目建设的现场总负责人，在

武汉疫情防控最艰难时刻，中交二

航局六分公司副经理刘宜全率领团

队在短短 29天里转战 13地——

仅用 4 天 4 夜建起一座 2000 平

方米，核酸日检测通量为 2 万人的

“火眼”实验室；75 个小时完成沌口

方舱医院设施改善；38 个小时将武

汉体育中心改建成可容纳超过 400
张床位的方舱医院……

连续奋战的刘宜全被同事们称

为“铁人”，累到感觉不到腿是自己

的，烟头烧到指甲都浑然不觉，摘下

口罩才发现耳根被勒得血肉模糊。

回忆起那段战斗的日子，刘宜

全目光坚定：“抗疫战场上，我们的使

命就是用最短时间搭建救治空间，为

患者赢得生机。作为共产党员，在国

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冲锋在前是我

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光荣！”

（据新华社北京9月 13日电）

战“疫”一线党旗红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群像扫描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