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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清明时节，追思悠悠。2020年4月
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全国性哀悼
活动，全国各族人民对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致以深切哀
悼，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全
国停止公共娱乐活动。

这是对逝者的深切缅怀。在这场抗
击疫情斗争中，我们失去了众多骨肉同
胞。他们当中，有与病魔较量、不幸被
病毒感染以至献出生命的医务人员，有
夜以继日工作、突发疾病不幸殉职的公
安干警，有冲锋在前无私奉献、不幸倒
在最前沿的党员干部，有与病毒顽强抗
争、不幸病亡的普通群众……他们都是
与我们血脉相连的骨肉、生死相依的亲
人。手足之情、同胞之谊，是每个中国
人心中最深沉的情感。让我们低首，默
诉心中那份不舍的亲情挚爱；让我们追
思，愿他们带着亲人的爱与思念安息
长眠。

这是对生命价值的崇扬。“国之兴
也，视民如伤”。面对这场来势凶猛的
疫情，习近平总书记一开始就明确要求
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
一位，党中央采取的所有防控措施都首
先考虑尽最大努力防止更多群众被感
染，尽最大可能挽救更多患者生命，彰
显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从强
调“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
控就是责任”，到举全国之力支援湖北
和武汉疫情防控，再到为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举行全国
性哀悼活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
值理念贯穿始终。上下同心者胜，众志
成城者赢。让我们在哀悼中感受生命的
宝贵、崇扬生命的价值，更鼓起不断前
行的信心与勇气。

经过全国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努力，疫情防控取得
阶段性重要成效，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彰显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这场疫情防控
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展现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的英雄本色，展现了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展现
了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展现了把握规律、崇尚
科学的求实态度，展现了开放合作、命运与共的宽广胸怀，
将成为推动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中华民族
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
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一个善于从灾难中
总结经验和教训、汲取智慧和力量的民族，必将变得更加坚
强、更加不可战胜；她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自己的进步
中获得补偿。

风雨过后，生活还将继续；逝者安息，生者自当坚强。发
扬伟大民族精神，战胜一切困难挑战，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既是对逝者的最好告慰，也是生者义不容辞的使命。让我们化
悲痛为力量，继续攻坚克难，更加勇毅前行！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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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安息 生者奋进
——全国各地深切悼念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

图① 4月4日，四川省华蓥市华蓥山广场，一位小朋友手捧鲜花默哀。 邱海鹰摄（中经视觉）

图② 4月4日，北京市前门街道草厂社区，居民们为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献上鲜花。本报记者 赵 晶摄

图③ 4月4日，湖北省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医护人员在默哀。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图④ 4月4日，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桃花坪街道人防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在哀悼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

曾 勇摄（中经视觉）

图⑤ 4月4日，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客运站外，出租车司机们为逝者默哀。 杨 欢摄（中经视觉）

4月4日，武汉多地举行哀悼仪式，深切悼念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

汉口江滩一元广场上，气氛庄重肃穆。广场中央，黑色底
板衬托着“深切悼念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白色
大字，下方整齐排列着一排花圈。志愿者代表、社区工作者代
表、牺牲烈士和逝者同胞家属代表等约500名各界代表陆续抵
达广场，参加哀悼仪式。

上午10∶00，汽车、火车、轮船、防空警报齐声鸣响，
在武汉三镇上空久久回荡。现场人员肃立默哀，深切悼念。

孝恩园是武汉市的一座公墓陵园，坐落于武汉市东南的
龙泉山景区，园内草木旺盛，郁郁葱葱。10∶30，龙泉山孝
恩园香荷广场上，一场庄重简朴的集体代祭扫仪式开始
举行。

仪式现场，园区工作人员通过集体默哀、宣读祭文、敬献
花篮、放莲花灯等庄重简朴的现场仪式，代所有未能到园祭扫
的江城市民，向安葬于此的亲人致以深切的哀思和怀念。

广场前的喷泉，工作人员环绕而立，他们将手中的莲花灯
轻轻地放置在水池中。一盏盏莲花灯成为武汉人民的情感寄
托，承载着对逝去生命无声的缅怀。

集体祭扫仪式结束后，工作人员来到墓碑前，将红丝带系
上墓碑，献上鲜花，并向墓碑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这是集体祭
扫仪式之外的另一个环节——代祭活动。

以大爱守护生命，用生命书写担当。在抗击疫情的严峻斗
争中，一批医务人员、干部职工、社区工作者因公殉职，他们
的名字将被历史铭记，他们的事迹激励生者坚定前行。

“此次赴疫，使命难负；抱诚心除魔，不忍见老弱病死。”
这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救治中心住院医师郭辅政来到武汉
后写下的一句话。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中
法新城院区北广场，郭辅政动情地说：“这次疫情去世了好多
人，内心要记住这个时刻。现在全球疫情泛滥，希望各个国家
和地区的医生可以救治更多人。”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管护师吴文芳表
示，作为“90后”，现在轮到自己保护他人了，这次到一线是
她作为一名党员医务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清明节这个
特殊的日子里，愿逝者安息，人民平安健康！”

长江之畔，江汉关大楼静静矗立。江汉关见证了武汉历经
沧桑，也见证了武汉一次次从逆境中的崛起。武汉保卫战为全
国乃至全世界赢得了宝贵时间，这座千万级人口城市和人民作
出的牺牲和奉献将永载史册。

清风拂绿 思念永随
——武汉悼念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

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包元凯 董庆森 温济聪 中国经济网记者 邓 浩

⑤⑤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要闻版编辑 刘 亮 管培利 李 杰 刘春沐阳 刘志强

美 编 吴 迪

4月4日10时，国旗半垂，九州同悲。
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

举国默哀3分钟，深切悼念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

在黑龙江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广场
上，医护人员、公安干警、社区工作人员和
志愿者代表神情凝重，伫立默哀，寄托无限
哀思。

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所有商户将门
前灯笼摘下，表达沉痛哀悼；海口边防支队
水上派出所所有执法艇一同鸣响警笛；海
口美兰国际机场，全体机场工作人员列队
默哀。

在甘肃兰州街头，车辆停靠路边，鸣笛
致哀；市民们纷纷驻足默哀，致敬英烈，共悼
逝者。

在华电西藏能源公司所属西藏在建最
大内需电源项目建设现场，警报拉响，车辆
笛声长鸣；施工现场，大坝、厂房、鱼道、砂石
拌和系统等作业面的近2000名工人停下手
中工作，就地站立默哀。

以行动告慰英烈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一些医
务人员在抗击疫情一线献出了自己宝贵的
生命，默哀，是对逝去的战友和同胞最深切
的纪念。”湖南长沙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第三
批援鄂医疗队队长钱招昕说，作为医务人
员，在疫情防控中要继续履行使命，坚决夺
取抗疫最后胜利，告慰英烈和逝世同胞。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该医疗队130名队
员在武汉协和西院区重症病房坚守55天，
治愈118名重症新冠肺炎患者。

哈尔滨松北万豪酒店，黑龙江省第一批
援鄂抗疫医疗队队员正在这里隔离。队员
们表示，烈士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将
永远激励他们，作为医护人员，在国家有难

时，要义无反顾地冲在一线。
“90后”袁梦雪是解放军驻湖北襄阳的

一名军医，今年1月调入中部战区总医院感
染留观病房工作，随即驰援武汉抗击疫情。

“那些逝去的英雄一定希望看到我们的生活
能够早日恢复正常，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
荣富强！”在电话中，袁梦雪动情地说，“在今
后的工作中，我会更加奋进，守护好来之不
易的战斗果实，当好一名医生，为人民健康
保驾护航！”

“援助湖北的57个日日夜夜是一次心
灵的洗礼，我会接过烈士的接力棒，为保障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奉献一切。”山东
省第一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潍坊市中医
院护士王雲雲说。

“我们寄托哀思、缅怀同胞、致敬奋战
者，将更加凝聚起全国人民夺取抗击疫情胜
利的强大力量，继续奋力前行。”河北省廊坊
市人民医院超声一科副主任靳静表示，作为
战斗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医护工作者，将以自
己的实际行动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从英雄身上汲取力量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大街小巷，百姓
们通过自己的方式哀悼逝世抗疫英雄和同
胞。齐齐哈尔市公安局铁锋分局新工地派
出所四级警长王春天，因劳累过度牺牲在
抗疫一线，年仅32岁。这一天，他的妻子王
晓宇写了这样一段话，“你用忠诚担当，英
勇无悔回馈社会，我也将用余生奉献人
间”。

“今天我们在国旗下，向在抗疫中牺牲
的战友默哀，这些战友给我们作出了榜样。
我们要向这些战友们学习，不怕牺牲，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齐齐哈尔市公安局特警
支队作训大队副大队长樊时说。

4月4日上午，西藏吉隆出入境边防检

查站全站民警通过“网上祭拜”“网上献花”
“网上点烛”等方式抒写寄语，表达对革命
先烈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崇敬之心、感念
之情、传承之志。“我们不会忘记那些逝去
的生命，从悲痛中重振，就是对他们最好的
告慰。作为一名警察，我一定会继承革命
先烈遗志，牢记历史使命，勇于担当，忠诚
履职，定会守好国门，为国家移民管理事业
贡献应有力量。”西藏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民警肖富贵表示，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
中奋起，这就是他从这场战“疫”中汲取的
力量。

感受深厚家国情怀

清明节，庚子年清明视频公祭轩辕黄帝
典礼在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举行。今年的
公祭典礼采用视频公祭的方式，突出“抗击
疫情 福佑中华”主题，弘扬全国人民同舟
共济、众志成城、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
精神，表达海内外中华儿女期盼山河无恙、
人间皆安的美好祈愿。

公祭典礼开始前，全体参祭人员胸前
佩戴白花，向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去
世同胞默哀。上午10∶10，现场全体肃立、
击鼓、鸣钟。击响的34通鼓声象征着海内
外中华儿女心手相连、团结一心的坚定信
念和共同心声。

在抗击疫情中，海内外中华儿女感受着
深厚家国情怀。“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不仅
仅是对逝者的尊重，更是对为民服务精神的
一种传承。”山东省曲阜市王庄镇基层干部
丰丛丛表示，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在经历
了疫情防控的艰辛之后，更加珍惜今天这来
之不易的成果，今后将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
基层抗疫一线、建设一线，让逝者安息，让群
众满意。

一段时间以来，河南省光山县文殊乡东

岳村党支部书记杨长家一直战斗在防疫一
线，清明节当天，东岳村的村民自发来到村
文化广场，他们中有70多岁的老人，也有五
六岁的孩童，当防空警报响起时，他们伫立
默哀，悼念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战斗中牺牲
的烈士和逝世的同胞。

“我相信只要大家肩并肩、心连心，一定
会战无不胜,夺取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最后胜
利。我们也会继续坚守好街道疫情防控的
战线，继续全力以赴守护好群众的健康和安
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仰义街道党工委
书记朱克说。

上午10时,一阵阵火车汽笛声传出,在
昆明开往北京西Z162次列车上，列车长周
江鹤说：“疫情之下，战疫英雄们，奋勇逆行
为我们筑起生命安全防线，他们是人民英
雄，民族战士，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我们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好本职工作，更好服
务旅客出行，才是对英烈最好的追思。”

“这次疫情，让我深切感受到我们国家
的强大，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骄傲。我要让孩
子铭记、接受教育，长大后做一个有担当的
人。”带着孩子共同默哀的浙江省温州市民
王远说。

“通过这次活动，也更激励我努力学习，
长大为祖国作出更大的贡献。”齐齐哈尔市
永安小学学生王楚涵参加哀悼活动后说。

……
逝者安息、生者奋进！举国哀悼，是对

逝者的尊重与缅怀，也是对生命的关爱与珍
视。慎终追远，这庄严肃穆的仪式寄托着血
浓于水的同胞之情，也昭示着慨然前行的奋
发之志。

（文/本报记者 刘 麟 谢 瑶 马维
维 夏先清 王金虎 陈发明 宋美倩
代 玲 张 玫 周 斌 李琛奇 赵 梅
潘世鹏 雷 婷 通讯员 梅 花 梦 妮
许晓悦 陈 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