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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会晤

洪水滔滔，各地告急。1998年大洪
水，来势之猛，持续之久，史上罕见。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全国军
民以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降服了洪魔，
赢得了抗洪斗争的伟大胜利，形成“万众
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
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

众志成城：壮歌铸造丰碑

江西九江，长江之畔，九八抗洪纪
念碑巍然矗立。纪念碑不远处，是一座
长80余米的驳船造型建筑——九江抗
洪纪念馆。纪念馆所在地，正是当年长
江九江城防大堤第四至第五号闸口决
口处。

馆内一件件实物、一帧帧影像、一
幅幅照片，静静地诉说着23年前那场惊
心动魄、感天动地的九江保卫战。

1998年入汛后，全国大部分地区降
雨偏多，部分地区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一些地方遭受严重洪涝灾害。长江发
生了1954年以来又一次全流域性大洪
水，先后出现8次洪峰，宜昌以下360公
里江段和洞庭湖、鄱阳湖水位长时间超
过 历 史 最 高 纪 录 ，沙 市 江 段 曾 出 现
45.22米高水位。

几乎同时，嫩江、松花江发生超历史
纪录特大洪水，先后出现三次洪峰。珠
江流域的西江和福建闽江也一度发生大
洪水。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黑
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沿江沿湖的众
多城市和广大农村受到严重威胁。

党中央一声号令，广大军民万众一
心，打响了一场抗击自然灾害的特殊战
争。受灾省区广大干部群众同前来支援
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一起，团结奋
战，力挽狂澜，同洪水进行了惊心动魄的
殊死搏斗，终于确保了大江大河大湖干
堤安全，确保了重要城市和主要交通干
线安全，确保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战
争。人民子弟兵共投入30多万人，地方
党委和政府组织调动了 800 多万干部
群众参加抗洪抢险……投入人员之众、
物资之多，为人类抗洪史上所罕见。

1998年长江流域大水，大部分江段
水位超过了 1931 年。1931 年，长江干
堤决口 350 多处，武汉三镇被淹 3 个多
月，沿江平原、洞庭湖区和鄱阳湖区大
部被淹，死亡14万多人，灾区哀鸿遍野，
民不聊生。而98之夏，万里江堤巍然屹
立，沿江城市秩序井然，人民群众安居
乐业，形成鲜明对照。

党群同心：拼搏赢得胜利

在抗洪抢险第一线，各级党组织充
分发挥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广
大党员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成为抗灾
军民的主心骨。

“洪水不退，我不离堤！”1998 年洪
水来袭时，时任九江市新港镇江矶村党
支部书记陈申桃发誓。新港镇益公堤，
扼守着江西九江东边门户。陈申桃和
乡亲们在堤上一起奋斗了3个多月。

2020 年，我国遭遇 1998 年以来最
严重汛情洪水，已经退休的陈申桃依然
选择守护益公堤，和儿子陈建一起上
阵。在陈申桃带领下，陈建所在的九江
市濂溪区退役军人防汛抗洪党员突击队
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到党和人民群众最
需要的地方去，与洪魔进行殊死搏斗！”

面对新的特大洪水的巨大威胁和
考验，灾区广大干部群众，人民解放军
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齐心协
力，团结拼搏。全国人民体现了强大凝
聚力，成为抗洪抢险一线军民的坚强后
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感人故事，

“全国一盘棋”的大支援、大协作，充分
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长江岸边，出现一幕幕动人场景——
1998年9月，九江江新洲南堤的安

置大棚里，一个女娃呱呱坠地，父母给
她取名“志江”。在洪灾中出生的志江，
2020年刚大学毕业，二话没说便扛起铁
锹上了大堤。在汛情最吃劲的日子里，
当地共回来4000多位青壮年。

伟大的抗洪精神，代代相传。

提升能力：实现“安澜”“安居”

23年过去，山水换新颜。

九江长江“最美岸线”、吉安百里赣
江风光带、景德镇昌江百里风光带……
在江西，一个个充满诗情画意的生态

“新地标”不断涌现。
1998年大洪水，特别是长江中下游

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除气候反常、降
雨集中等原因外，也暴露出长江上游生
态破坏严重、水土流失加剧，中下游河
道淤积、泄洪能力减弱，不少江段堤防
薄弱、防洪标准低等问题。

1998 年大洪水后，国家加大投入，
加快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大湖治理，提
高防洪标准。特别是三峡工程建设完
成，在拦洪错峰中发挥了显著作用。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安
徽考察调研，将防汛救灾和治河治江治
湖作为考察重点之一。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中华民族
同自然灾害斗了几千年，积累了宝贵经
验，我们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不是
跟老天爷作对，而是要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规律，积极应对自然灾害，与自然
和谐相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
视生态环境保护，高度重视完善防洪体
系，不断提高防汛抗洪、防灾减灾能力。
正是得益于此，以及大力传承、弘扬伟大
抗洪精神，我国成功应对了2013年东北
地区嫩江、松花江、黑龙江大洪水和
2016年长江、太湖等流域大洪水；2020
年，又一次战胜了特大洪水灾害，最大程
度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随着国家综合
实力不断增强，随着抗御自然灾害现代化
能力的日益提高，中国的治水理念正在发
生着历史性变化，中国正向着江河安澜、
人民安居的目标迈进。 据新华社

新华社瑞士苏黎世10月6日电 当地
时间2021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
洁篪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
文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会晤。双方就中美
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与地区问题全面、
坦诚、深入交换意见。会晤是建设性的，
有益于增进相互了解。双方同意采取行
动，落实9月10日两国元首通话精神，加
强战略沟通，妥善管控分歧，避免冲突对
抗，寻求互利共赢，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
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杨洁篪指出，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
系，事关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攸关
世界前途命运。中美合作，两国和世界都
会受益。中美对抗，两国和世界都会遭受
严重损害。美方应深刻认识两国关系互
利共赢的本质，正确认识中方内外政策和
战略意图。中方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
美关系。

杨洁篪表示，中方重视拜登总统近
期关于中美关系的积极表态，注意到美
方表示无意遏制中国发展，不搞“新冷
战”，希望美方采取理性务实的对华政

策，同中方一道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走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
作共赢之路。

杨洁篪阐述了中方在涉台、涉港、涉
疆、涉藏、涉海、人权等问题上的严正立
场，要求美方切实尊重中方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停止利用上述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美方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双方还就气候变化和共同关心的地

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双方同意就重要问题保持经常性对

话和沟通。

神舟十三号近期择机发射
船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新华社酒泉10月7日电 神舟十
三号船箭组合体7日转运至发射区，
计划近期择机实施发射。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了解到，10 月 7 日，神舟十三号载
人飞船与长征二号 F 遥十三运载火
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
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
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
测试等工作。

“红通人员”魏奇回国投案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近日，

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
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和黑龙江省
追逃办具体指导下，经哈尔滨市、尚
志市两级纪检监察机关不懈努力，外
逃7年的“红通人员”、职务犯罪嫌疑
人魏奇回国投案。

魏奇，1960 年 5 月出生，哈尔滨
市私营业主，涉嫌向国家工作人员
行 贿 ，于 2014 年 9 月 出 逃 境 外 。
2015 年 3 月，尚志市人民检察院对
魏奇立案侦查。监察体制改革后，
该案移交尚志市监察委员会办理。
2016 年 3 月，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
布红色通缉令。

魏奇归案是纪检监察机关坚持
受贿行贿一起查一起追，扎实开展职
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的重
要成果。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我
们将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继续
深入推进反腐败国际司法执法合作，
以钉钉子精神扎实开展个案攻坚，始
终保持追逃追赃高压态势，绝不让腐
败分子逍遥法外。

网传“无病女学生被推上手术台”
陕西安康公布调查结果

新华社西安10月7日电 10月6
日，有网民网络发帖称“10 月 4 日有
学生家长许女士反映，她的孩子路某
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陕西省安康
市汉滨区的安康兴安医院‘被无病推
上了手术台’，并‘被逼借钱支付手术
费用’”，引起网民关注。

10 月 6 日，安康市汉滨区成立
安康兴安医院有关问题调查处置工
作组，下设四个工作小组进驻安康
兴安医院，依法依规开展调查处置
工作。

10月7日，汉滨区安康兴安医院
有关问题调查处置工作组公布调查
处置结果。经查，2021 年 10 月 4 日
中午，路某甲（17 岁）在其同学陪同
下到安康兴安医院就诊，医生操某某
接诊、检查，诊断为宫颈赘生物，路某
甲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后，操某
某对其实施了手术。不存在手术中
签字、虚假手术（在其他医院检查的
部位与安康兴安医院手术部位不是
同一部位）问题。

但在诊疗过程中，安康兴安医院
在没有监护人陪同、签字的情况下对
未成年人进行检查和手术，存在管理
不规范、告知不到位、医风医德不端
正等问题。目前，已对安康兴安医院
停业整顿，停止主治医生操某某执业
活动，约谈并责令医院院长辞职，责
令医院严肃处理业务副院长、科室主
任和医生操某某。患者及家属已与
医院就纠纷自行沟通协商一致。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不怕困难 顽强拼搏
——抗洪精神述评

湖北石首久合垸乡团山河支堤出现“管涌”险情，解放军官兵立即奔赴险段，以血
肉之躯挡住肆虐的洪水，减低洪水的冲击力，同时加固堤防（1998年8月11日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