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 天下

8E-mail:bianjibu1515@sina.com 责任编辑/张匀初 美编/卫华韵 2021.4.8

本报社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学进路300号 邮政编码：201315 总机：021-38982900转各部门 广告经营许可证：3101520080003 印刷：上海界龙中报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社记者 王健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疫苗公平

是人类社会当前面临的最严峻的道德考

验”。面对这种考验，一个负责任大国应该

交上怎样的答卷？随着中国交付和援助的

新冠疫苗在中东各国陆续接种，中东地区

民众纷纷竖起大拇指，表达对中国疫苗的

信心与感谢。

在全球疫情依旧不容乐观的当下，疫

苗显然已经成为人类最终战胜疫情的重要

武器。在许多中东国家，居高不下的疫情

数据、薄弱的医疗体系、严峻的经济形势，

使当地对于疫苗的需求格外迫切。然而，

即便是那些经济社会发展较为平稳的中东

国家，获取疫苗也面临着重重困难。至于

那些深陷冲突战乱或惨遭西方制裁打压、

连普通药品和生活必需品供应都成问题的

国家，获取疫苗更成“奢望”。

在中东各国对疫苗深切渴望的时候，

一些多年来习惯于在该地区指手画脚、到

处刷存在感的西方大国，此时却表现得格

外“冷静”。一些拥有很强疫苗研发和生产

能力的西方国家不仅没有积极向困难国家

伸出援手，还通过囤积疫苗和出口管制，人

为地制造“免疫鸿沟”。数据显示，占世界

人口 16%的富裕国家拥有全球 60%的疫

苗，某些发达国家的订购量是其人口的两

到三倍。

困境之下，许多中东国家纷纷把目

光投向东方，中国的担当作为赢得了中

东人民广泛赞誉。早在 2020 年 6 月，中

国就同阿联酋合作开展全球首个新冠灭

活疫苗三期国际临床试验，随后巴林、土

耳其、摩洛哥等国也纷纷加入这场与病

毒赛跑的试验。如今，中国疫苗陆续运

抵中东 10 多个国家，成为阻遏疫情的重

要力量。

中国不仅努力践行将疫苗作为全球公

共产品的郑重承诺，还通过向那些处境艰

难的国家援助疫苗履行国际道义。中国援

助的疫苗，成为巴勒斯坦当时一次性收到

的数量最多的疫苗援助，也让伊拉克顺利

启动了全国疫苗接种计划，更让埃及卫生

与人口部部长哈拉扎耶德感叹：这是“性命

攸关时刻的雪中送炭”！

行动是最好的语言。全球抗疫的艰

难时世，让世界人民看清了，是谁在国际

社会制造混乱时总是“敢为人先”，是谁在

干涉他国内政时一直乐此不疲，又是谁在

需要体现国际道义和责任担当时退避三

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始终与

广大发展中国家同舟共济、携手并进，不

管是分享抗击疫情经验，还是开展疫苗研

发合作、推动疫苗公平分配，无不体现了

对生命健康的最大尊重、对人权的最大维

护。

公道自在人心。中国的务实行动，赢

得了中东各国和世界人民的认可。国际民

意调查机构“阿拉伯晴雨表”近期发布的一

份调查报告显示，与美国相比，阿拉伯国家

民众更喜欢中国。该机构认为，中国通过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帮助中东北非地区

国家抗击新冠疫情，在该地区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与中东的抗疫合作，是全球抗疫

背景下中国担当的一个缩影。中方早就

明确宣示，中国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

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

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作出中

国贡献。中方言必信，行必果，目前已经

并正向 80 多个国家和 3 个国际组织提供

疫苗援助，同时向40多个国家出口疫苗，

还在同10多个国家开展疫苗研发和生产

合作。

摒弃“疫苗民族主义”，携手跨越“免疫

鸿沟”。中国积极作为，彰显了一个负责任

大国的道义坚守和使命担当，深刻诠释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理念。

（新华社开罗4月7日电）

■新华社记者 刘健 李兴文

郭强 余贤红

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一个熠熠

闪光的时空坐标——

1927年 10月—1930年 2月，江西井冈

山。

在这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中，中国共

产党人点燃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

权”的星星之火，也点亮了“坚定信念、艰苦

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

胜利”的精神之光。

那道光，划破苍穹，照亮中国革命的胜

利之路。

那道光，穿越时空，指引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新征程。

初心之光

井冈山茅坪乡，八角楼革命旧址群。

阳光照进天窗，一盏油灯、两本泛黄的

小册子静静陈列，引来游客驻足参观。

90 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写下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

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伟大开篇。

抚今追昔，回望百年。

许多参观者不禁沉思：“中国的红色政

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两个“历史之问”间有何内在关联？

在井冈山拿山镇，一栋栋百年老屋里

藏着答案——

“焚烧田契债约”“穷人没有饭吃，到土

豪家里挑谷子”……在拿山镇长路村，一栋

栋百年老屋斑驳的外墙上，一条条红色标

语讲述着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峥嵘岁月。

老屋见证，初心不改。

如今，由老屋改造而成的高端民宿长

塘古韵引来一批批游客。村里“80后”潘

斗在这当服务员，每月工资 2300元，家里

老房子出租还有一笔收入。“不少村民在这

里打工，既可养家又能顾家。”她说。

长路村村支书刘足华说：“现在，老百

姓走的是平坦路，住的是安全房，用的是卫

生厕，喝的是干净水，过上了祖辈梦寐以求

的生活。”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一条长长的展

廊上书写着答案——

“牺牲个人，言首泌蜜（严守秘密），阶

级斗争，努力革命，伏（服）从党其（纪），永

不叛党。”展廊上，一份写有 6个别字的入

党宣誓书引人注目。写下誓词的是井冈山

老区贫苦农民贺页朵。

新中国成立后，贺页朵的两个孙子先

后参军，其中一人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

牲。牺牲前，他写下家书：“现在我就要临

近战斗，在战斗中我一定要英勇杀敌……

生为祖国人民而战斗，死为祖国人民而献

身。”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

熄灭。穿越百年，一代代共产党人化身“追

光者”，前赴后继、顽强奋斗，夺取一个又一

个胜利。

在井冈山茨坪林场，一副对联上书写

着答案——

春节前，茨坪林场白银湖村，邱冬华父

子在家门口喜庆地贴上新对联。

上联：“脱贫全靠惠民策”；

下联：“致富迎来幸福春”；

横批：“共产党万岁”。

90多年前，共产党人在井冈山打土豪

分田地，邱冬华的曾祖父邱启山也曾写下

一副对联：

上联：“分田不忘共产党”；

下联：“幸福牢记毛委员”；

横批：“共产党万岁”。

一户人家，两副对联，跨越时空，见证

初心与民心。

“秉持为民初心，赢得民心所向，这是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的共同答案。”中国井冈山

干部学院副院长柯华说。

思想之光

井冈山，油灯广场。

一座书本状石雕上镌刻着：“在四围白

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

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

中国有这种事……”

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将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走符合中国国情革命道路的伟大探索，点

亮了实事求是的思想之光。

在那道光指引下，一代代共产党人坚

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井冈山，两件宝，历史红，山林好。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大潮涌

起，五百里井冈风雷激荡，以日用陶瓷为主

的工业快速发展，高峰时产值占GDP“半

壁江山”，但污染也随之而来……是一味追

求GDP，还是走更合乎“山情”的路子？

经过调研，一个“旅游兴市”的战略被

提出。

改善基础设施、加快景区建设、推广旅

游品牌……革命圣地逐渐变身旅游胜地，

获评2020中国旅游百强县，以旅游为主的

服务业占GDP“半壁江山”。

既实事求是，又与时俱进，道路越走越

宽——

走进井冈山秀狐智造电子有限公司，

只见一块块 LED巨屏上流光溢彩。“我们

依托 XR 技术生产虚拟拍摄用的 LED 大

屏，产品被用在许多热播剧中。”公司负责

人闫颖昊说。

驱车穿行井冈山，智能物联网产业园、

新经济产业园、智慧仓储物流园……一个

个新产业园兴起。

井冈山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中心、

浙赣合作总部基地、井财基金小镇……一

个个新发展平台诞生。

从旅游业“一业独大”到全域旅游、新

型工业、现代农业“三轮驱动”……进入新

阶段，井冈山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继往开来，昂首前行，道路越走越自信

——

民房变客房、牛栏变咖啡屋、靠锄头变

靠锅铲……三年前，当斯维登集团投资数

千万元在井冈山龙市镇大仓村发展精品民

宿时，很多人并不看好，如今这里经常一房

难求。

大陇案山、柏露鹭鸣湖、长塘古韵……

一个个曾经偏远的小山村发展起各具特色

的精品民宿。

国家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如

今的井冈山，摘掉贫困县帽子，戴上一顶顶

新帽子。井冈山市委书记刘洪说：“过去靠

山砍林，始终难脱贫；如今不砍一棵树，照

样能致富。”

“在实事求是的思想之光指引下，共产

党人从井冈山挑粮小道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康庄大道一路走来，道路自信愈加坚

定。”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研究馆员饶道良

说。

奋斗之光

深夜，井冈山东上乡曲江村，驻村第一

书记叶维祝房间的灯光依然亮着。

六年前第一次来到曲江村时，眼前所

见让他夜不能寐：“最贫困的村民家里，穷

得几乎只有一口锅、两床旧被子。”

“要脱贫，必须有产业。”有人提议种白

莲，他仔细考察后干了起来。夜里，叶维祝

房间的灯光总是最晚熄灭。天一亮，他就

出现在荷塘边。2018年，白莲大获丰收，

赚了20多万元。

老百姓的“心”被点亮了。养虾、养蜂

等产业相继发展起来，村民腰包越来越鼓。

90多年前，面对敌人的封锁，井冈山

根据地军民白手起家创办军械厂、棉被厂、

印刷厂……从打破敌人的封锁到挣开贫困

的枷锁，艰苦奋斗一以贯之。

走进这片红色热土，总有一种力量催

人奋进——

天还未全亮，茅坪乡神山村，50多岁的

彭夏英家灯已经亮了。在政府扶持下，不甘

贫困的她办起村里第一家农家乐，靠着起早

贪黑，年收入10多万元。“政府只能扶持我

们，不能抚养我们，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

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了正确的指引

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就会无往不胜。

黄洋界，云海茫茫，草木葱茏。

90多年前，在根据地群众帮助下，红

军以不足300人的兵力打退近6000名敌人

的进攻，创下以少胜多的奇迹。由于战火

破坏，这里一度难见成片的树林。新中国

成立后，当地干部群众大规模造林，让焦土

变回青山……

今日井冈山，森林覆盖率达 86%。从

卫星地图俯瞰黄洋界，由林场职工当年手

植的一颗颗柳杉拼成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七个大字，见证感天撼地的奋斗力量。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百

年间，多少奇迹就此创造。

长坪乡、下七乡，井冈山昔日最偏、最

穷的两个乡镇，如今经过奋斗终于冲出贫

困阴霾，并在去年两乡合并后有了一个共

同的新名字——光明乡。

“‘光明’说出了大家的共同感受，寄托

着对更加美好生活的期盼。”光明乡党委副

书记罗兆珠说。

今日的井冈山，洒满光明。

八角楼的灯光，从未熄灭。

那道光，划破苍穹，照亮历史的星空；

那道光，穿越时空，绽放出新的时代光

芒！ （新华社南昌4月7日电）

■新华社记者 马晓媛

尽管已经从大山搬进了县城，家里

也不再那么困难，山西省岚县脱贫户刘

志平还是一副闲不下来的样子，每天从

早忙到晚。

早上六点，天还没亮，志平就急着起

床了，飞快地搓把脸，梳了头，拿起外套

就往门外走。

“一大早这是去做啥？”记者笑着问。

“去楼下的社区打扫卫生。”志平笑

着答道。

她说，为了赶在工作人员上班前清

扫完，她总会提前一两个小时到，从不例

外。

“有的人脱了贫，手里有了点小钱，

就想待在家里歇着，志平不一样，她永远

往前奔。”说起志平，社区党支部书记兰

年绪直竖大拇指。

扫完卫生，回家吃个早饭，志平又到

楼下的扶贫车间里干起了活儿。在车间

里缝鞋，志平也是一把好手，走线齐整，

手脚利索。平时志平总是笑眯眯的，工

友们都喜欢她。

到了下午，志平还要去离家不远的

面塑工作室当学徒。岚县面塑是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的面塑作品往往

售价不菲。为了学这门手艺，志平只要

有空就在这里泡着，边做边学。

“跟过去比起来，现在过的简直是天

上的日子。”志平说，“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了，更得好好干！”

刘志平曾是岚县顺会乡舍安村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生在吕梁山深处的穷

山窝，志平曾饱受贫困之苦：一大家人

睡一张床，晚上会被老鼠吵醒；儿女要

开学，一度拿不出学杂费；到年底还囊

中空空，连顿年夜饭也做不出，不得不

借钱过年……

但是，志平，“志”不平。为了摆脱贫

困，她和爱人带着一家人出山，一边务工

一边供孩子上学，最多的时候一天打五

份工。每次有扶贫技能培训，她一准参

加，证书拿了一大摞。就算回到家，志平

也不闲着，家里被她收拾得利利索索。

“日子能好起来，最要感谢好政策。”

志平说，这些年，政府组织易地搬迁，一

家人住上了城里的新房子，孩子们上学

有资助，负担轻了很多，政府还经常组织

培训、提供就业岗位。“政策这么好，咋能

不奋斗呢？”志平笑着说。

如今，志平一家住进了县城的移民

安置小区，三室一厅，敞敞亮亮。新房客

厅正中央，挂着一幅“十字绣”八骏图。

志平说，她属马，也喜欢马，所以特别为

新房绣了这幅图。

“我觉得我就像马儿一样，一直在

跑，才有了现在的好日子，我以后还得继

续跑下去。”志平说。

（新华社太原4月7日电）

跨越“免疫鸿沟”的中国担当

那道光，划破苍穹穿越时空
——来自“中国革命摇篮”井冈山的精神之光

志平，“志”不平——

“我要继续向着更幸福奔跑”

“井冈红旗”雕塑。 □新华社记者 周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