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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畅 林 昊）8月6日的东京奥运会田径
赛场再度见证中国力量。在女子标枪比赛
中，刘诗颖一投定乾坤，第一投便锁定中
国队奥运史上首枚标枪金牌。携手晋级决
赛的男女4×100米接力队略有遗憾未能
登上领奖台，把希望留在了巴黎奥运会。

女子标枪决赛中，吕会会和刘诗颖
携手出战。刘诗颖在第一投就投出了66
米34的赛季最佳，并凭借这一成绩最终
夺得中国奥运会史上的首枚标枪金牌。
老将吕会会凭借第三投的63米41，最终
名列第五。波兰选手安德烈捷恰克名列
第二，多哈世锦赛冠军、澳大利亚人巴贝
尔第三。

当天田径场的重头戏还有男女 4×
100米决赛，这是中国男女队首度携手
晋级该项决赛。梁小静、葛曼棋、黄瑰芬

和韦永丽清一色“哪吒头”造型，引人注
目。最终，她们以 42秒 71的赛季最好成
绩，获得第六，也创下该项目的中国奥运
会最佳成绩。牙买加队以41秒02夺得金
牌，美国和英国队分列二三位。

苏炳添领衔的男队在交接棒中略有
瑕疵，虽然最后一棒的吴智强出发时暂
列第三，但最终被200米金牌得主、德格
拉塞超越。中国队以 0.09秒之差遗憾与
领奖台擦肩而过，但37秒79的成绩也追
平了全国纪录。意大利、英国和加拿大分
获前三名。

女子 20公里竞走比赛中国队发挥
一般，被视为“三保险”的刘虹、杨家玉和
切阳什姐受困炎热的天气和犯规，未能
发挥出水平。刘虹以1小时29分57夺得
一枚铜牌，老将切阳什姐名列第七，今年
刚刚创造世界纪录的杨家玉受犯规困

扰，最终名列第 12名。该项目冠军最终
被意大利选手帕尔米萨诺夺得，亚军归
属哥伦比亚的阿里纳斯。

男子 50公里竞走冠军归属波兰选
手托玛拉，德国和加拿大选手分列二三
位。中国选手边通达名列第七。

在男子5000米比赛中，乌干达名将
切普特盖 12分 58秒 15夺冠，本届奥运
会已收获一金一银。亚军和季军分属加
拿大的艾哈迈德和美国人切里莫。

女子1500米决赛中，多哈世锦赛冠
军、荷兰老将哈桑后程乏力，仅获得第
三，冠军被肯尼亚名将吉普页真以 3分
53 秒 11 夺得，并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
录，亚军归属英国人穆伊尔。

多哈世锦赛女子 400米亚军、巴哈
马名将米勒-乌伊博终于在奥运会上证
明了自己，她以48秒36的洲际新纪录摘
金，多米尼加和美国选手分获亚、季军。

8月7日，奥运田径赛场将决出女子
马拉松、女子 10000米、男女 4×400米接
力等项目的7枚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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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升交通技术监控管理水平，加强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规范交通秩序，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创造
安全、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严厉打击超速、闯红灯、
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闯禁令、逆行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以及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依据山西省公路局临汾分局勘
察设计院出具《临汾境内国省干线公路限速标志整改工
程》标准。现将尧都区境内固定执法取证设备点位集中重
新公示如下：

上述固定测速执法取证设备，将对超速、不按规定车
道行驶、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
安全带、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等违法行为进行抓拍。
车辆经过上述点位时，按实际限速标志行驶。

上述电子警察执法取证设备将对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
灯通行、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驾驶时拨打接听
手持电话、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机动车逆向行驶、驾驶
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机动车违反限行规定等违法行为进
行抓拍。

望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按照道
路交通标志标线指示通行，安全驾驶、文明出行。之前公示如
与本次公示内容不一致的，以本次公示为准。

尧都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1年8月5日

尧都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公示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
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
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
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
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伟大的抗战精神，是
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
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
强大精神动力。”

76年前，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
道，以顽强的意志和英勇的斗争，彻
底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取得了正义战
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
动的伟大胜利！76 年前，中国人民经
过 14 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打败
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
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
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是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是中
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
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
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
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
胜利。这个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
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有
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
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
屡败的民族耻辱！重新确立了中国在
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中国人民赢得了
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中华民族
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坚定了中国
人民追求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意
志，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
重生的历史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指出：“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
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
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
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在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旗帜下，“四万万人齐蹈厉，
同心同德一戎衣”，中国人民以铮铮
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
前仆后继赴国难，用生命和鲜血谱
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抵御外侮的伟
大篇章，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面对
民族生死存亡，全体同胞以“誓死不
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挺身而出，
共赴国难，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
大海，谱写下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
主义篇章，充分展现了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的爱国情怀；面对侵略者的
屠刀，中国人民用血肉之躯筑起新
的长城，成千上万的英雄们，在侵略
者的炮火中奋勇前进，在侵略者的
屠刀下英勇就义，彰显出中华民族
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充分展现
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面对强敌的一次次入侵，中华民族
没有屈服，而是不断集结起队伍，前
仆后继，顽强抗争，誓与侵略者血战
到底，奏响了无数气壮山河的英雄
凯歌，充分展现了不畏强暴、血战到
底的英雄气概；面对日本军国主义
侵略者的铁蹄，中国人民抱定了抗
战到底的信念，坚持抗战，持久抗
战，终于打败了凶恶的侵略者、赢得
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人类战
争史上的一个奇迹，充分展现了百

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
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
精神财富，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战
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风险挑战，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
斗。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年来，
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
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弘扬伟
大抗战精神，发愤图强、艰苦创业，创
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成功开辟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了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
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也清醒认识
到，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仍然会面临
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会遇到各种各
样的荆棘坎坷。奋进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要弘扬伟
大抗战精神，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
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敢于斗
争，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
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
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
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
步伐！鉴往事，知来者。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大
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牢牢拧成一股绳，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
现！

原载8月5日《人民日报》

7月中下旬，河南多地持续遭遇强降
雨，多地受灾严重。紧要关头，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闻“汛”而动，救灾官兵驰援灾区，转
移群众、封堵决口、爆破泄洪、重建家园。

5G 单兵通信系统嵌入信息指挥链
条，直-20直升机首次参与防汛救灾任
务，采取卫星和飞机侦察手段对灾区实
施空中监测……人民子弟兵在硬核救援

“黑科技”的协助下，义无反顾、挺身而
上，日夜奋战防汛抗洪第一线，全力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快国
防和军队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
人民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
循。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在习近
平强军思想指引下，人民军队正沿着中国
特色强军之路昂首阔步、奋勇前行。

铸牢强军之魂

“我军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艰难困
苦、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根本的就是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历史告诉我们，党指挥枪是保持人
民军队本质和宗旨的根本保障，这是我
们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
的真理。”

……
新的征程上，全军部队始终以党的

旗帜为旗帜，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的
标准、更严格的要求，把党领导军队的根
本制度贯彻到军队建设发展的各领域，
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
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这轮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中，移防部
署的部队，接到命令不讲条件不讲代价，3
天之内就能开拔；调整岗位的数百名将
军，接到命令当天即去报到……全军把维
护核心、看齐追随作为最高政治要求来坚
守，在不折不扣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
习主席的决策指示中强化行动自觉，听令
景从，用忠诚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千军万马，靠统帅指挥；攻坚克难，
听领袖号令。

40多年前，豫中大地，陆军某旅“大

功三连”的官兵在国防施工现场的坑道
里点着煤油灯学习党的理论。40多年后，
这个连队注重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头
脑……一盏煤油灯，点亮了一代代官兵
的信仰之光，筑牢信仰之基、把稳思想之
舵已成为这个连队安身立命的根本，一
个连队的成长史折射出全军官兵铸牢军
魂的信念无比坚定。

聚焦强军之要

陆军第 74集团军某旅班长王锐，先
后考取特级驾驶员、特级无线电通信手
和一级射手，成为全军取得“两个特级、
一个一级”最年轻的两栖装甲兵。

王锐，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代表。近年
来，全军官兵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
其谁的担当，在强国强军的征途上不断
奋进。

人民军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
勋，是保卫红色江山、维护民族尊严的坚
强柱石，也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强
大力量。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这是人民军队对使命召唤的坚定回答。

大洋深处。海军某部官兵操作潜艇
突破反潜舰艇、反潜飞机和水下雷区构
成的重重封锁线，长途奔袭，悄然接敌。
随后，识别目标，迅速完成致命一击……
坚持按纲施训、从严治训，确保各战略方
向使命课题针对性训练和各军兵种演训
顺利得以实施。

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
标准，向“和平积弊”开刀、打破“红必胜
蓝必败”的思维定向，告别“演习像演
戏”，假大虚空的训风演风考风难以藏
身，背离备战打仗的思想错位、标准错
位、导向错位、精力错位、能力错位、保障
错位都一一被纠正过来。全军上下实战
实训、联战联训，已蔚然成风。

陆军某旅，“杨根思广场”上，誓言铿
锵。70多年前，连长杨根思带领一个排，阻
击美“王牌部队”。战至最后一人，负伤的
他抱起炸药包，纵身冲向敌群，与40余个
敌人同归于尽。杨根思烈士的血性胆魄，
至今仍在天南地北的座座军营里激扬。

“献身使命的忠诚卫士”张楠、维和
烈士申亮亮、李磊、杨树朋，“排雷英雄”

杜富国……70年后，人民军队又涌现出
了一大批新时代的英雄，他们无疑是时
代苍穹中最闪亮的繁星。

改革，让一切战斗力要素的活力竞
相迸发；创新，让一切军队现代化建设的
源泉充分涌流。改革创新的战略引擎正
全速发动。

夯实强军之基

山洪不期而遇、新冠病毒肆虐、地震
灾害来袭……每当灾难来临，子弟兵就
会雷霆出征，逆向而行，在灾区、震区、疫
区，不惧生死，用血肉之躯为人民群众筑
起一道道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庚子年除夕夜，江城武汉，新冠病毒
肆虐的危急关头，人民子弟兵来了。从陆
军、海军、空军三个军医大学抽组的解放
军医疗队驰援武汉抗疫一线。

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扶贫答卷，更
是彰显军民鱼水深情。截至 2020年 5月
底，全军定点帮扶的4100个贫困村，共计
29.3万户贫困户、92.4万贫困群众全部实
现脱贫，过上了好日子。

吃苦在前、冲锋在前、严于律己、团
结友爱、大公无私……这些助推一代代
官兵走向胜利的“精神密码”，仍在现代
化军营传递；穿上作训服，换上列兵衔，
从军、师、团领导到普通机关干部，各级
干部踊跃走向基层，与战士们一同摸爬
滚打；“看我的、跟我上”这句高喊了90余
年的口号，今天仍然响亮。

从一张卡、一顿饭等“小事”入手，狠
刹“四风”，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军
委十项规定精神。下大力纠治基层“微腐
败”和不正之风，有效纠治不良作风和潜
规陋习。坚持标本兼治一体推进，铸起

“铁笼子”，架起“高压线”。坚持刀刃向
内，勤“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
病”。构建独立运行、权威高效的监督体
制，打造巡视监督制度机制……全军风
气建设持续向上向好。

历史必将印证：这支英雄的军队一
定以更加精干的规模、更加有效的行动、
更加强大的实力，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
的新时代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六

人民日报评论员

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系列述评之五

新华社记者 贾启龙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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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古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副主任刘国强说：“我们将遵照林武书
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继续坚持转
型发展理念，以煤为基，以氢能源和新
材料为发展方向，全力优化产业结构，
在传统产业上抓提升，在新型产业上抓
引进，深入推进‘三个一批’，积极开展

‘四比四看’，大力推进实施盛隆泰达、
宏源两大焦化，以及鸿古医用手套、新源
盛特种微纤维和国新正泰制备高纯氢等
重点示范引领项目，倾力打造‘煤—焦—

气—化—氢能源’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循
环经济发展模式，把开发区建设成转型
发展的主战场、主阵地、主引擎。”

“林武书记要求，要着力抓好安全生
产，扎实做好煤矿、非煤矿山、危化等重
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和防汛度汛工作，
坚持从源头上抓、从短板上抓、从责任落
实上抓，不断提高本质安全水平。我们将
聚焦抓落实这个根本任务，进一步强化
党政领导责任，严格落实安委会‘双主任’
制，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

失职追责’落到实处。”古县应急管理局
局长马飞说，下一步，该局将进一步强化
综合监管、行业监管和行业管理责任，严
格落实安全生产挂牌责任制，消除监管
盲区和漏洞，建立联动工作机制，形成齐
抓共管的合力；进一步落实企业主体责
任，构建“层层负责、人人有责、各负其
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扎实推进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紧盯重点目标
任务，加大专项整治行动攻坚力度，确保
整治取得明显成效。

刘诗颖长枪破空摘历史首金 男女接力遗憾未登领奖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