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冰在夕阳下五彩缤纷

松花江道外江段开始跑冰排，夕阳下，岸边
冰块呈现出迷人的金色、黄色与金黄色。一块块
大大小小的冰排顺流而下，在相机的慢速快门
中，江面上拉出一道道长长的冰线。

清明时节村民采茶忙

4月5日，湖南省常宁市塔山瑶族乡狮园村
里，村民正在采摘茶叶。清明时节，塔山瑶族乡
的高山茶园进入采收旺季，当地村民抢抓农时采
摘春茶，茶园一派繁忙景象。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世间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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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二大：走自己的道路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召开。
有出席过多次党代会的老代表注意到，十二

大会场场景布置上有了变化：撤掉了此前领袖画
像，改为悬挂党徽，在两侧红旗的映衬下，庄严隆
重，朴素大方。

十二大开启了党的历史上诸多“第一”，书写
下浓墨重彩的篇章，标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一个重要坐标：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和“小康”战略目标，改
革开放由此全面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
新的局面。

党史专家评论称，十二大首次提出的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面伟大旗帜至今高高飘
扬，成为贯穿之后党代会主题的一条红线。中国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2017年10月，党的十
九大郑重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在新的航道上乘风破浪地前进
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的这段

论述回响至今：“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
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
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
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
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
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
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
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

基本结论。”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命题的明确提出，回
答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走什么
样的道路这一人们最为关心的重大问
题，成为指引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旗帜，极大提振了
社会各界的信心和士气。

“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的胜利
航道，我们祖国的航船又乘风破浪地前

进了。”1982年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
题为《开创伟大新局面的盛会》的署名
文章，对十二大召开所处的历史转折背
景如此描述：“在短短六年间，实现了安
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国经
济已经走上稳定发展的健康轨道。学
生读书了，工人干活了，农民丰收了，知
识分子甩掉‘臭老九’帽子了，解放军更
强大了……”

“除旧布新，生机盎然”的蓝图正在

慢慢展开。当年，一些老同志在参加党
的十二大时兴奋不已：“振兴中华，在此
一举！”原九三学社副主席、著名桥梁专
家茅以升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大转变
的开始，十二大是大发展的开始。”当时
88岁高龄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著
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欣然提笔写道：

“我认为十二大必将成为新的起点，一个
生气蓬勃的壮丽光景即将出现在我们眼
前。”

党的队伍如万里长江永远向前
金秋，是北京一年中最美的季节。

1982年9月1日上午8时30分，来自全
国各地各条战线的代表满怀激情和喜
悦，步入人民大会堂。当时出席大会的
有正式代表1545名、候补代表145名，代
表着全国3900多万名党员。有白发苍
苍的老者，有意气风发的青年，“四世同
堂”的他们肩负着一个共同的使命：为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群策群力，贡
献热情和智慧。

21岁的“铁榔头”郎平，是十二大最
年轻的代表之一，和她一起穿着运动服

和记者见面的，还有她的队友孙晋芳和
周晓兰。1981年11月，中国女排第一次
在世界杯中夺冠，女排姑娘们成了全民偶
像。那时候，中国的国门刚刚打开，整个
国家正在凝聚力量创造一个新时代，女排
姑娘和女排精神极大振奋了国人拼搏进
取、奋发有为的精气神，那种久违的激情
和梦想，焕发出一股盎然的生机和活力。

十二大上，像郎平一样一大批年轻
的新面孔为大会注入新鲜的血液。也是
在这次大会上，“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
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第一次被写

进党章。十二大开幕式上，胡耀邦在他
所作的长篇报告的结尾，以激昂的语调
宣告：“我们党的队伍，将有如万里长江，
滔滔不尽，永远向前。”暴风雨般的掌声
席卷全场。

党的十二大，从代表的产生到新的中
央领导机构的选举，在全党范围内实现了
新老结合和交替。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
年出版的《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
细节》一书披露，在这次代表选举的过程
中，各地有许多老同志以党的事业为重，
诚恳地要求组织上把名额让给符合要求

的中青年干部。在各地党组织共选出的
1600名代表中，青年代表有将近40%。

一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党员
第一次参加中央委员会，新当选的211人
里，60岁以下的有171人，其中年龄最小
的只有39岁；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
从一线退出，参加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的
工作，在党的最高领导层进一步实现了
新老结合和交替。这是十二大的一个历
史性贡献。叶剑英用唐代诗人李商隐

“雏凤清于老凤声”的诗句，表达对年轻
同志的厚望。

“翻两番”“小康”成为时代热词
十二大上，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

央委员会向大会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提出党在
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
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
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
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报告中最为亮眼的是，提出从1981
年到20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
标：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
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
1980年的 7100亿元增加到 2000年的
2.8万亿元左右，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

平。
1982年9月2日至4日，十二大代表

们用了3天时间，对胡耀邦所作的报告进
行讨论。这次大会后，作为中国现代化
进程中的美好愿景和重要坐标，各界青
年热议“翻两番”“小康”，并发出倡议：青
年们别吝惜汗水！“翻两番”像颗甜桃望
得见摘得到。

在1982年10月5日的报道中，中国
青年报社邀请首都部分青年畅谈十二大
提出的宏伟目标。北京汽车厂铸造分厂
玛铁车间党支部书记韩启华热切地说，
他们车间有一百八十人，百分之九十五
是青年。党的十二大召开，使他们精神

振奋，报告提出在20世纪末工农业年总
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从他们厂看，是
能够达到的。

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局面的主题下，十二大报告第一次正式
提出“小康”战略目标。而在20世纪80
年代，国人对于“小康”的感知，还处于从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老三大件，向“冰
箱、彩电、洗衣机”新三大件争相添置的
新鲜感上。大多数中国人的小康梦还停
留在对“万元户”的向往上。

党的十二大点燃了中国人建设富足
社会的小康梦，极大增强了中国人建设
美好未来的信心。此后，从农村到城市，

从沿海、沿江到内地，改革开放的热潮风
起云涌。一个可喜的数字是，到1995年，
全国GDP提前5年相比1980年实现了

“翻两番”。
从“走自己的路”，到迈向新时代，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一直迎风
招展。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三步走”发展
战略，到新时代的“两步走”战略安排，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这篇文章不断续写着新的传
奇，“小康”战略目标的内涵不断丰富。

历史洪流浩荡向前。据国家统计局
数据，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突破100万
亿元，人均GDP连续两年超1万美元。

（本报综合）

俄罗斯比亚河进行破冰

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估计，比亚河与卡吞河
上游的积雪量是正常水平的三倍，如果天气变
暖，可能会对比斯克区附近4000名居民及当地
的基础设施造成洪水威胁。

（本报综合）

熊宝宝与黑猩猩成好友

当地时间2021年4月5日，土耳其加齐安泰
普，加齐安泰普动物园迎来新居民——一只28天
大的熊宝宝Boncuk，它和黑猩猩Can成为好友，
相亲相爱。

土耳其出土古老马赛克

当地时间4月2日，土耳其伊兹密尔出土有
1500年历史的马赛克，图案精美，考古学家已经
抵达现场。

本报讯 记者周莹、通讯员张欢、姜
杭德报道：7日，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获
悉，2020年我市在林区、景区、寺庙、墓地
等重点火灾易发区设立了1449个检查
站，杜绝森林火灾发生。去年清明至今，
我市未发生一起森林火灾。

咸宁森林面积665.6万亩，森林覆盖
率达50.14%，6个县（市、区）中森林火险
高风险县达到5个。

21年前，因村民烧田埂造成通山县北

山林场发生特大火灾，造成15000余亩林
木过火和3死4伤的重大损失。

为此，我市部署应急云广播715套，
设置检查站1449个，将农林结合部、林区
重点设施周边等风险隐患点列入巡查重
点。清明小长假，通山县各地森林防火提
示语的广播就不绝于耳。此类应急云广

播主要布设在有村落、重要的进山路口以
及人流量较大的地方。

掏出手机，点开“慧眼卫星”、“掌上
森防”客户端，就能实时查看区域内的
可疑火情报警情形。2020年起，我市应
急和林业两部门卫星热点监测系统权
限下放至乡镇，实现市、县、乡同步观

测，制定卫星热点反馈和119火警联动
处置流程，接警后第一时间反馈至乡
镇。

目前，全市已组建专业、半专业和群
众性森林消防队伍105支共2223人，新
投入1200余万元为县、乡、村购置装备器
材，建立“村快处、乡为主、县支援、市联
动”应急响应机制，发生火情后，县级2小
时内、乡镇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指挥扑救，
确保“打早、打小、打了”。

我市1449个检查站杜绝森林火灾

本报讯 通讯员李欢、邹小山报道：
每年的11月底到第二年的5月，是森林防
火最要紧的时期，也是护林防火员最忙碌
的时候。3月24日，在幕阜山脉中段北麓
的通山县燕厦乡甘港村，记录着护林防火
员忙碌的一天。

上午7时，46岁的甘港村民王有堂肩
上挎着水壶，手里拿着镰刀和喇叭，作为
护林防火员的他匆匆出了家门。上午8
时，他要和另一名护林防火员王有著在离
家2公里远的召塘碰头，开始—天的巡山
工作。今天的巡护路线是从召塘到万家
拢，途经8个山头，上午沿山下道路检查，
下午上山沿防火道检查可燃物。

几乎同时，—辆白色森林防火巡逻车

从村委会出发。驾驶员是甘港村的防火队
队长王定寿，两台风力灭火机、两套装满水
的背携式喷水壶、两个灭火铁拖把将巡逻
车的后排座位和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

甘港村位于鄂赣两省三县（阳新、武
宁、通山）交界处，版图面积12平方公里 ，
山林面积约8平方公里，地广林茂，沟壑
纵横。为有效防范山火，村里安排了19
名护林防火员，加强巡查巡护，严格火源
管理。

“森林灭火要求快，专业灭火器械太
重，护林防火员携带极为不便，一旦发生
火情，接防火员通知后，巡逻车会快速将
器械送到火场。为最大限度节省时间，所
以就以车为库了。”王定寿说。

“过了一个冬天，树下的堆积物都比较
多，我们加强了巡护和监测。”王有堂指着
山坡说。沿着山间小道继续向前，路边出
现几处墓地，两人走上前仔细观察，当看到
没有烧纸的痕迹时，才放心地离开。

上午11时38分，两人按照规划路线
来到了万家垅，先是从山上走到公路，然
后各自回家吃午饭。中午1时整，两人再
次到召塘碰头。下午7时许，结束当天巡
护任务。王有著的手机软件显示，当天行
走16.2公里。

护林员的工资并不高，但责任重大。
“去年以来制止了8起村民野外违规用
火。”王有著说，希望每一个村民都增强森
林防火意识，特别是即将到来的清明节，
大家要文明祭祀，不带火源上山。

护林防火员的一天
巡查4个山头，步行16公里

本报讯 通讯员陈凡报道：自通山县燕厦乡被纳入分
类管理以来，该乡严格落实市县森防指整改要求，将市、县
森林防灭火培训班所学所悟贯穿工作实际，着力三个体系
建设，全方位织牢森林防灭火防护网。

着力责任体系建设。在“四级”包保责任体系建设中，
该乡实施书记、乡长双指挥长、分管应急和分管林业的班子
成员双办公室主任制度，18个村均有党政班子成员包保，学
生、造林主、高风险重点项目等都有行业单位监管教育，实
现了党政同责、全员上阵、齐抓共管的责任体系。

着力防范体系建设。除了开展传统的“张、悬、敲、响”
等宣传方式外，学校开学第一课、党员组长会等，防火内容
也是必讲内容；该乡还着力于提高护林员防范宣传水平，开
展了三百余人的培训，将处罚案例印制成通用宣传稿，由乡
村干部召开屋场会、护林员入户进行宣传。今年至今全乡
无一森火报警和火险热点反馈。

着力救援体系建设。人员上依托乡村党员组长干部、
护林员、民兵、在家青壮年等乡村均建立了义务扑火队；装
备上各村依靠工作队均配备了风力灭火机、二号工具等灭
火器具，乡指挥部更是积极协调配备消防车一台；技能掌握
上请来县森防指领导传授理论和器具操作保养技能；建立
联动响应机制，明确了一村有险、邻村必到的救援原则；打
造了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救援队伍。

通山县燕厦乡：

织牢森林防灭火防护网

咸宁应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