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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烈士陵园纪念碑前，每天有参观
者前来祭奠。这里，长眠着为进军西藏和
建设西藏献出生命的英雄儿女。

时光流逝，这些英雄儿女和一代代后
来人共同凝聚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
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
献”的“老西藏精神”，激励各族干部群众
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
奇迹，书写着新时代雪域高原的崭新篇
章。

精神，锻造于高原

拉萨火车站，一列列客运列车频繁进
出，往来客流源源不断；拉萨贡嘎机场，设
施先进的新航站楼迎接着天南海北的旅
客。

在和平解放前，偌大的西藏没有一条
公路，从青海西宁或四川雅安到拉萨往返
一次，需要半年到一年时间。

进藏之路，难于蜀道。当年进藏女兵
李俊琛曾回忆：“每个人的背负重量不少
于50斤。翻越大雪山时大家都嘴皮发紫，
面色苍白，只能艰难地张嘴喘气，许多人
吐出的痰都是粉红色的……”

在与恶劣大自然的斗争、较量中，精
神得以锻造。

西藏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空气中
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的60%。强烈的高
原反应，让战士时常出现脸肿、流鼻血、头
晕等症状，不少战士牺牲在进藏路上。

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最
宝贵的是精神。长期以来,一批又一批共
产党员前赴后继，发扬“老西藏精神”，矢
志艰苦奋斗。

2021年 6月25日，拉萨至林芝铁路
开通运营。经过6年多的建设，来自五湖
四海的建设者不畏困难、艰苦奋斗，攻克
高原铁路多项难题，终于建成西藏首条电
气化铁路，“世界屋脊”进入“复兴号”时
代。

从电视里看到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

回想起当年解放西藏的历程，居住在四川
成都88岁的十八军老战士薛景杰感慨万
千。

当年,薛景杰作为一名普通战士,踏
上了和平解
放西藏的艰
难之旅。“途
经那曲时，海
拔 是 4550
米，外面气温
是零下三四
十摄氏度，水
面上全是冰
块。有的战
士到拉萨后
就不行了，动
手术把腿锯
掉了。”

“那时候
没路，缺氧，
吃穿保障跟
不上，但战士
们硬是克服
困难挺进了
拉萨，解放了
西藏。‘老西
藏精神'正是
发端于70多年前西藏和平解放那段波澜
壮阔的历史岁月。”老人说。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王川表示，“老西
藏精神”铭刻于一代代建设西藏的干部群
众基因中，是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波澜壮
阔历史的生动见证。

精神，扎根在高原

“无垠戈壁绿一丛，历尽沧桑骨殷红；
只缘根生大漠下，敢笑翠柏与青松。”翻开
厚厚的《孔繁森日记》，这首孔繁森写于
1993年6月的诗作，表达了共产党人在极
端环境下不畏艰苦、坚定乐观的精神。

西藏阿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被

称作“世界屋脊的屋脊”。20多年前，时年
50岁的孔繁森因公殉职。生前，孔繁森两
次援藏，后又留藏工作。

“这需要克服极大困难。那时候，他
的母亲高龄，妻
子身体不好，三
个孩子尚年幼。”
孔繁森同志纪念
馆馆长高杉说，

“孔繁森等干部
身上体现的，正
是中国共产党人
无私奉献的精神
境界。”

西藏和平解
放以来，一批批
援 藏 干 部 发 扬

“老西藏精神”，
舍小家顾大家，
克服了常人难以
想象的困难，忍
受了常人难以忍
受的艰辛，扛起
了建设西藏、巩
固边疆的大旗。

1951 年 至
1978年，中央从全

国调派三万多名干部到西藏工作；1994年至
2020年，有九千多名优秀干部援藏。

海拔5000多米的双湖县，是全国海
拔最高的县。中石油干部梁楠郁，在这里
援藏三年到期，尽管血压、血脂、尿酸都偏
高，但思量再三，他还是决定留下来继续
援藏事业。

梁楠郁说：“学习‘老西藏精神’，首先
就是要讲政治，服从组织安排，讲党性，讲
境界，到党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去。”

精神，传承在高原

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
高境界更高——从“老西藏精神”的缔造

者，到一代代实践者、传承者，“老西藏精
神”在赓续中焕发出跨越时空的力量。

“这里的空气含氧量低，刚来的时候
脑子经常是木的，在这里，无论是工作还
是生活都是一种考验。”对2019年7月从
西安刚到阿里工作时的情景，西藏自治区
人民检察院阿里分院副检察长贺军记忆
犹新。

阿里地区地域辽阔，到县乡调研工作
常常要驱车数百公里。进藏两年多，贺军
的嘴唇变成了深紫色，早已晒黑的脸上泛
起了“高原红”。回顾援藏以来所做的工
作，他说，援藏工作虽然艰苦，却是最光
荣、最无悔的选择。

恶劣的高原环境，对于西藏本地干部
同样是严峻的挑战。

那曲市安多县政协办公室主任秋加
是土生土长的安多人，大学毕业后就没离
开过安多。皮肤黝黑的秋加，走路一瘸一
拐。由于痛风严重，脚已经变形了，不得
不穿大几码的鞋子。

“安多条件虽差，作为党和国家培养
出来的干部，只有勤勤恳恳、踏踏实实服
务群众，才能不负组织的期望。”秋加说。

西藏自治区审计厅原驻村干部阿旺卓
嘎，生前在墨竹工卡县扎雪乡等地驻村，原
本驻村是一年一轮换，可她在基层一干就
是4年多，最后牺牲在驻村一线……

正是有无私的奉献、伟大的牺牲，才
有了今天翻天覆地的巨变。

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由1951年的1.29
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1902.74亿元；2020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598元，比
上年增长12.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41156元，比上年增长10%……在“老
西藏精神”感召鼓舞下，西藏各族干部群
众凝聚起干事创业的不竭动力。

西藏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面向未来，“老西藏精神”必将引领高原儿
女建设好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雪域高原上的赞歌
——“老西藏精神”述评

试运行的复兴号列车行驶在桑日县境内（6月8日摄）。 新华社 秋加（中）和他的孩子在整理药箱（1月14日摄）。 新华社

孔繁森孔繁森（（右右））在西藏阿里日土县过巴在西藏阿里日土县过巴
乡看望孤寡老人益西卓玛乡看望孤寡老人益西卓玛（（资料照资料照
片片）。）。 新华社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近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对
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主力军，在促进增长、保障就业、改善
民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受原材
料价格上涨、订单不足、用工难用工贵、
应收账款回款慢、物流成本高以及新冠
肺炎疫情散发、部分地区停电限电等影
响，中小企业成本压力加大、经营困难
加剧。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进一步加大助企纾困力度，《通
知》从九个方面提出了政策措施。

《通知》明确，要加大纾困资金支持
力度，鼓励地方安排中小企业纾困资
金，落实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政
策，用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资
金。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制造业中小
微企业按规定延缓缴纳2021年第四季
度部分税费，研究适时出台部分惠企政
策到期后的接续政策，持续清理规范涉
企收费。灵活精准运用多种金融政策
工具，用好新增3000亿元支小再贷款
额度，加大信用贷款投放，对于受新冠
肺炎疫情、洪涝灾害及原材料价格上涨
等影响严重的小微企业，加强流动资金
贷款支持。

《通知》强调，要推动缓解成本上涨
压力，加强大宗商品监测预警，严厉打
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推
动期货公司为中小企业提供风险管理
服务，稳定班轮公司在中国主要出口航
线的运力供给，鼓励班轮公司推出中小
企业专线服务。加强用电保障，科学实
施有序用电，合理安排错峰用电，保障
产业链关键环节中小企业用电需求，鼓
励有条件的地方对小微企业用电实行
阶段性优惠。

《通知》提出，要支持企业稳岗扩
岗，更多吸纳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
业，加强用工供需信息对接。保障中小
企业款项支付，继续开展清理拖欠中小
企业账款专项行动，从源头防范层层拖
欠形成“三角债”。着力扩大市场需求，
加大民生领域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力度，进一步落实《政府采购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促进大型企业
扩大向中小企业采购规模，开展中小企
业跨境撮合服务，加快海外仓发展。

《通知》要求，各有关部门、各地区
要强化责任担当，勇于开拓创新，帮助
中小企业应对困难，推动中小企业向

“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各有关部门要
加强调研和指导支持力度，扎实推动各
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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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黄河内蒙古
三湖河口至头道拐河段22日出现流凌，流
凌密度为10%至30%，首次流凌日期较常
年偏晚2天。

截至22日，嫩江干流尼尔基水库以上
江段及富拉尔基江段已经封冻，其他江段
处于流凌状态；松花江干流全线处于流凌
状态；黑龙江干流漠河至开库康江段已封
冻，其他江段处于流凌状态。

随着黄河出现流凌，至此我国北方河

流全面进入2021-2022年度凌汛期。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

国英要求，落实黄河等北方河流防凌预
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适时启动防
凌调度模式，科学调度水工程，按照预
案精准控制各河段封开河流量及过程，
落实突发险情处置预案和措施，确保防
凌安全。

据了解，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松辽
水利委员会已启动防凌运行机制，加强凌

情监测预报、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调
度刘家峡、海勃湾、万家寨、小浪底、尼尔
基、丰满等骨干水库。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密切关注
凌情发展变化，科学调度骨干水库，督促
相关省区认真落实防凌责任，加强应急值
守和工程巡查，强化凌汛期在建桥梁等涉
河建设项目管理，及时拆除浮桥、施工栈
桥等阻碍行凌的建筑物、构筑物，确保黄
河、松花江等江河防凌安全。

黄河今冬黄河今冬首现流凌首现流凌
我国北方我国北方河流全面进入凌汛期河流全面进入凌汛期

这是11月22日拍摄的黄河宁蒙河段流凌（无人机照片）。新华社

据新华社电 据云南哀牢山失联人
员搜救联合指挥部通报，11月13日，中
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
心4名工作人员，从云南省普洱市镇沅县
者东镇进入哀牢山开展野外作业后失
联，经全力搜救，截至11月22日8时30
分许，4人已全部找到，均已无生命体征。

据通报，11月21日18时33分，搜救
指挥部接到搜救人员报告，在玉溪市新
平县水塘镇哀牢山山区发现3名失联人
员，已无生命体征。指挥部接报后，立即
安排在附近搜救的救援队伍6支56人进
行接应，并在距发现失联人员地点直线
距离3.58公里的老鹰塘设置接应点。

11月22日0时32分，云南省消防救
援总队国家山岳救援昆明大队队员到达
发现地点，迅速将3名失联人员遗体向接
应点转移。同时，以发现地点为中心向
四周对第4名失联人员开展地毯式搜索，
11月22日8时32分，在附近发现第4名
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相关原因正
在深入调查中。

此前，4名人员失联以后，多支专业
救援力量和当地干部群众全力搜救，分
别在哀牢山镇沅县一侧片区、玉溪市新
平县一侧片区、楚雄州双柏县一侧片区
和哀牢山山脊线区域开展拉网式、地毯
式搜索。

云南哀牢山
4名野外作业
失联人员遇难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2
日电 美国趣味科学网站11
月19日报道，几十年前预言
的一种奇异的量子效应终于
得到证明——如果能够让一
团气体变得足够冷且足够致
密，那么就能让它隐形。

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
用激光挤压并冷却锂气体，使
其密度和温度变化到足以减
少光散射量的程度。这些科
学家说，如果他们能让这团气
体的温度降到更接近绝对零
度(零下273.15摄氏度)，那么
这团气体将变得完全看不见。

这种奇异的效应是名为
泡利阻塞的量子力学过程的
史上首个具体例子。

研究报告资深作者、麻省
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沃尔夫
冈·克特勒说：“我们观察到的
现象是泡利阻塞一种非常特
殊和简单的形式，也就是阻止
一个原子做所有原子天然会
做的事情：散射光子。这是首
次清楚地观察到这种效应的
存在，展示了物理学的一种新
现象。”

泡利阻塞源自奥地利著
名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于
1925年首次提出的泡利不相
容原理。泡利假定，一切处于
相同量子态的费米子——如
质子、中子和电子——都不能
处于同一空间。

报道称，因为在诡异的量
子水平上只存在数量有限的
能量状态，这迫使原子中的电
子组成能级更高的壳，在距离
原子核更远的轨道上旋转。
这还使不同原子的电子彼此
保持距离，因为根据著名物理
学家弗里曼·戴森在1967年
参与撰写的一篇论文，如果没
有这个不相容原理，那么所有
原子都会塌陷在一起并释放
巨大能量。

泡利不相容原理也适用
于气体中的原子。通常情况
下，气体云中的原子有很大的
弹跳空间。这意味着，尽管它
们可能是受泡利不相容原理
约束的费米子，但有足够多未
被占据的能级供它们跃迁。
将一个光子送入一团相对温
暖的气体云，它撞上的任何原
子都能与它相互作用，吸收它
带来的动量，退回到一个不同
的能级上并将光子散射出去。

但是，如果让气体冷却下
来，情况就会不同。现在，原
子失去能量，占满了所有可用
的最低能级，形成费米海。这
些粒子现在被彼此包围，既不
能上升到更高能级，也不能下
降到更低能级。

报道称，现在，研究人员
终于证明了泡利阻塞效应，未
来有望利用这一效应来开发
抑制光的材料。

科学家首次证实！

奇异量子效应可使物质隐形

黑龙江再启重大气象灾害Ⅱ级应急响应

11月22日，清雪车在双鸭山市道路上作业。当日，黑龙江省
多地出现暴雪。黑龙江省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已启动重大气象灾
害（暴雪）Ⅱ级应急响应，全力应对暴雪天气。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