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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益民

一个前进的时代，总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
一个发展的民族，总有一种积极进取的意志。中国
精神是贯穿于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积蕴于近现
代中华民族复兴历程，特别是在快速崛起中迸发
出来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民族集聚、动员与感召效
应的精神，主要包含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
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国精神是
一部发展史，不断传承、不断发展、不断弘扬，在革
命战争年代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
西柏坡精神（“红色精神”），新中国成立后有铁人
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航天精神（“奋斗精神”），改
革开放后有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
汶川抗震救灾精神（“发展精神”），新时代铸就新
冠肺炎抗疫精神（“创新精神”），它们是伟大民族
精神的时代表达，构筑起新的中国精神。

一、中国新冠肺炎的抗疫特征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近百年来发生的传播
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一场全球蔓延的大流行
病，是一次对各种文明的应急大考。中国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众志成城、守望相助，坚忍不拔、
顽强奋战，彰显了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和
大无畏精神，展现了令人惊叹的中国效率和中国
力量，有力推动了疫情防控胜利。

（一）拥有强大动员力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打赢
疫情防控战的根本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
方面积极性，这是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
著优势之一。全国上下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形成
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防控的战略格局。全国
各地为武汉提供物资援助、半月之内高效建成火
神山和雷神山医院、4万多名医护人员驰援荆楚大
地……如此的动员规模、动员效率、动员能力世所
罕见，如此的集结速度、精准决策、高效践行世所
罕见。

（二）坚持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理念。党和国
家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每一个病人，采取各项措施
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关心
关爱广大医务人员，使医护人员成为新时代的英
雄。这次疫情防控战本质上就是一场捍卫人民生
命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战争，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激发起人民
的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有序推动复工复产
复学进程，最大程度减轻疫情对生产生活的影响。

（三）积极践行集体利益和责任优于个人权利
的价值选择。居家隔离、减少外出、科学佩戴口罩，
中国绝大部分民众只需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简
单动员，就做到了主动配合、积极响应，反映了中
国民众已经普遍树立起来的对待病毒的科学态度
和价值取向。广大一线抗疫工作人员，尤其是医生
护士，为了道义责任的实现而忘我奉献，冲在最前
列是他们的无悔选择，责任成为了他们救死扶伤
中的重要动力。这与“个人主义优先”的治理路径
形成鲜明对照，从很多其他国家抗疫情况来看，我
们所做的工作绝非易事，在集体利益和个人权利
中间找到了更加符合人性的最佳平衡点。

（四）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众志
成城、无私奉献，疫情在中国暴发时，全国支援武汉，
全世界数十个国家与组织、海外中华同胞、留学生购
买救灾物资支援，这种凝聚力感动了我们自己，也感
动了世界。中国作为疫情防控的第一站取得了成功
的经验，形成了抗疫的中国方案，在全球疫情大范围
扩散、蔓延的节点上，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与世
界团结合作、携手应对疫情，秉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积极开展国际抗疫，派出医疗专家组、物资
支援、迅速分享部分毒株全基因组序列、研制快速检
测试剂盒等一系列实际行动，无不彰显并践行了人
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倡议。

二、国际抗疫的中国行动与中国力量

目前，新冠肺炎在世界范围内 210 多个国家
和地区流行，确诊病例超过 800 万，死亡人数超
过 40 万。在全球疫情快速蔓延的形势下，我们采
取群防群控、社区地毯式排查、网格化管理、大

数据追踪等果断措施，用中国速度为世界防疫
争取宝贵时间；通过加强四类人员“四早”和“四
集中”管理、病毒核酸检测应检尽检、确诊病例
应收尽收、建设方舱医院等方法，用中国方案筑
牢控制疫情蔓延的防线；充分应用科学技术，无
论是病原鉴定、向世界卫生组织共享病毒基因、
完善诊疗防控方案、应用治疗抢救新技术、还是
疫苗的迅速研发、健康码出行或无人机和机器
人等高科技应用，均用中国实践为世界防疫树
立新标杆，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

疫情全球蔓延过程中，中国在抗疫斗争中形
成的有益做法和经验与有关国家分享，正在成为
各国抗疫的重要借鉴，同时，开展药物和疫苗联
合研发，向 80 多个国家及世卫组织、非盟等国际
和地区组织提供紧急援助，向出现疫情扩散的国
家共派出了 29 批次的医疗专家组。经党中央批
准，我作为派往非洲的 5 个医疗专家组之一的领
队，带领由湖南组建的赴津巴布韦和赤道几内亚
抗疫医疗专家组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国际抗疫
工作，深深地感受到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对
专家组到来的期盼。两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
亲自接见专家组，认为中国是抗疫最成功的国
家，中国抗疫方案得到各层面的广泛认可和称
赞，被赤道几内亚总理奥巴马称赞为“希望之光
和胜利之光”。专家组将中国方案结合所在国的
实际情况编写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国家建议
书》，递交给两个国家的政府，被津巴布韦时任卫
生部长莫约称为“是一份拯救生命的技术性文
件”，专家组成员还获得津巴布韦姆南加古瓦总
统签发的国家荣誉证书。在交流过程中，提到最
多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的全民防控意识和医务
人员为何愿意到疫情最严重、最危险的武汉去支
援，是什么动力和激励措施？我的回答是大家都
写了请战书，这是一种责任和职业操守，更是一
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中国精神。

三、中国精神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

2020 年 3 月 2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表示，
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各国分享
防控有益做法，开展药物和疫苗联合研发，并
向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在 5 月 18 日第 73 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
幕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辞时强调，中国始
终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
生事业尽责。6 月 17 日，习近平主席主持中非团
结抗疫特别峰会时强调，面对疫情，中非相互
声援、并肩战斗，中非更加团结，友好互信更加
巩固。中方将继续全力支持非洲抗疫行动。双
方应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尽最大努力保
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坚定不移携手抗
击疫情，坚定不移推进中非合作，坚定不移践
行多边主义，坚定不移推进中非友好，共同打
造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和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
共同体。

中国精神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勇敢、执着、奉
献，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勤劳、善良、热爱，是当代中
国的敢为人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中国精神体
现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形成强大凝聚力，推崇集体
荣誉感和国家荣誉感，具有迎难而上、自强不息的
英雄气概。中国精神具有豁达开放、担当责任的宽
广胸襟，让世界更和谐、更美好，对全人类担负责
任和使命。中国精神在这次生动的全民抗疫实践
中得以全方位展现，是各方抗疫力量的生动实践
所彰显出的民族品格。本着疫情必被歼灭的强大
共同信念和自信心，在新冠病毒这个人类共同的
敌人面前，中国人民正同世界人民一起共同努力，
从中国发端的抗疫精神，也已经超越国界和民族，
上升为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秉持这种精神，我们
为全球战胜疫情贡献中国方案，展现负责任的大
国担当和合作精神，将以特有的高度、深度与温度
镌刻进历史，化为人类的集体记忆，诠释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深刻内涵。

（作者单位：中国赴津巴布韦和赤道几内亚抗
疫医疗专家组领队，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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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抗疫
彰显中国精神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见习记者
邓正可 通讯员 张亚娜）端午假期，
市民到哪里游玩比较合适？游玩时
要注意什么？什么地方可以不戴口
罩？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
办主任刘富强为市民支招。

了解目的地风险等级，
老年人孕妇等不宜出游

刘富强建议，市民要密切关注
各地疫情防控部门发布的疫情风险
等级情况，提前了解旅游目的地疫
情信息。就湖南目前的疫情防控形
势来看，建议大家不要到人员密集
区域或存在高、中风险地区的外省
出游，不聚集、不聚会、不聚餐，可就
近在本市周边游玩，尽量选择空旷、
人员较少的户外旅游目的地。

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妇等不
建议出行旅游，可以在家附近的公园
活动；老师及学生应尽量不出游。如因
特殊情况须外出，要主动、及时按照有
关要求向学校和社区报备登记，返回
时按照属地要求做好防控。境外疫情
形势严峻复杂，不建议出国旅游。

提前预约就近错峰，携带
口罩避免扎堆

“建议市民提前预约、就近错峰

出游，尽量避开热门景点或景点的
高峰时段。”刘富强表示，市民要提
前做好出游规划，申领“健康码”，预
定交通、住宿、餐饮、景区等项目，错
峰出行，避免在密闭空间开展娱乐
活动。

在出行方式上，首选自驾游，尽
量避免与更多人接触；如果没有私
家车，可以选择租车出行，途中做好
个人防护；乘坐飞机、火车、轮船等
公共交通工具，要遵守秩序，妥善保
存票据以备查询，全程佩戴口罩，尽
量减少与站台、车辆上的公共用品
的接触，减少在车上的饮食次数。

在湖南省内出游，进入商场、宾
馆、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
馆、公园、旅游景点等地，要随身携
带备用口罩，在无人员聚集、通风良
好、与他人保持1米以上距离的情况
下，可不戴口罩。

游玩保持社交距离，吃饭
使用公筷公勺

刘富强建议，在景区游玩过程
中，市民应有序排队，保持一米以上
的距离，咳嗽时注意遮挡；随身携带
免洗消毒洗手液或者消毒湿巾，做
好手部的清洁，不要用脏手随便碰
触自己的眼睛、鼻子、嘴等。

“在景区内用餐，首选自带食
品。”刘富强建议，如需进入餐厅用
餐，应避免不要多人、同时在饭店
用餐，且不去人多的餐厅，尽量错
峰或者打包食用。用餐时尽量选择
靠近门窗等通风较好的位置，避免
面对面就座，与邻桌相距1米以上，
使用公筷公勺。不建议带婴幼儿进
入餐厅，尽量减少触碰餐厅内的公
共设施；选择安全原料，食物要煮
熟，瓜果要洗净，不吃生冷食物，不
吃生的水产，避免发生食源性疾病
和食品安全事件。结账付款时，尽
量使用电子支付方式，减少现金接
触。

旅行住宿，应选择卫生条件良
好的酒店、宾馆，并提前预定，咨询
酒店、宾馆的防疫要求；办理入住
时，要与他人保持一米以上距离；乘
电梯时，尽量不要用手直接接触电
梯按钮；入住后要开窗通风，自备毛
巾，水杯等用品；在酒店、宾馆内洗
澡首选淋浴。

市民要时刻保持个人防护意
识，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要
佩戴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及以上级
别口罩，及时到就近的发热门诊进
行排查和诊疗，就医过程尽量避免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端午假期
疾控专家指导健康出游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长沙江兴荣科技
有 限 公 司 2020 年 6 月 19 日 签 订 的

《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将其对本
公告附件“公告资产清单”所列债务
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担保合
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及相关附属权益，
依法转让给长沙江兴荣科技有限公
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

担保人。
长沙江兴荣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本

公告附件“公告资产清单”所列资产
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资产清
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长沙江兴荣科技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担保合同及相
关附属权益文件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
五一大道976号

联系人：罗先生
联系电话：0731-84845027
长沙江兴荣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

清水塘街道营盘东路19号银座大酒店
201-1号房

联系人：段先生
联系电话：18975178368

2020年6月25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长沙江兴荣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借款人名称

湖南吉木川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本金（元）

32,963,954.24

利息（元）

31,281,934.85

担保人名称

湖南群志投资有限公司、彭学军、尹君

公告资产清单

注：1、本公告资产清单列示的是截至2020年5月10日的贷款本息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长沙江兴荣科技
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法院判决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

2、本公告资产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保证人的共同义务人、抵押人、出质人及其承继人等。如债务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还款义
务或者承担清算义务。

湖南日报 6 月 24 日讯（记者
郑丹枚 通讯员 刘昭云 唐志平）今
日上午，佘湖山下，在悠扬的乐声
中，邵东市“相约佘湖山”端午诗会
举行。省内著名诗人和邵东本土诗
歌、文学爱好者等 500 余人欢聚一
堂，共品端午文化，共享诗歌盛宴。

“帝高阳之苗裔兮……”诗会在
《离骚》古韵中拉开序幕。当天，《致
汨罗江》《端午节，写给屈原》《粽香》

《沉入汨罗江底的隐痛》《佘田桥，我
们美丽的家乡》等40余首古今诗歌
名作、本土诗人自创作品，通过吟
诵、舞蹈、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展
现，烘托出浓郁的节日氛围。“春天，
我会悄悄地开出美丽的花，不会打
扰发芽的小草，只留下芬芳扑鼻
……”我省诗歌学会目前年龄最小
的会员、邵东城区三中12岁的学生
刘多宁朗诵了自己创作的《假如我

是一朵白玉兰》，受到观众称赞。
这次诗会由我省诗歌学会、邵

东市委宣传部指导，邵东市文联、佘
田桥镇政府、佘湖山风景名胜区管
理处联合主办。近年来，邵东市诗歌
创作成绩斐然，创作队伍日益庞大。
目前，该市诗歌创作者逾 1000 人，
省诗歌学会会员 84 人，其诗作在

《诗刊》等各类文学刊物刊发，形成
“邵东诗群”现象。

邵东举办“相约佘湖山”诗会

“烟火望城 爱有声音”
望城备好端午文旅大餐

湖南日报6月 24日讯（记者 孟姣燕）
铜官窑赏龙舟赛烟火秀，贝拉小镇“粽香垂
钓”，书堂山“粽情祈福”，长沙市望城区备好
了端午节文旅大餐。今天，“烟火望城 爱有
声音”望城区端午文旅活动在长沙新华联铜
官窑古镇启动，望城区推出端午节特色活动
和优惠政策，升级“望城全域旅游年卡”。

“望城全域旅游年卡”使用期限延长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增设望城全域旅游免费
直通车，持年卡用户满 30 人即可预约直通
车接送。

据悉，铜官窑古镇推出“国潮龙舟电音

节”，白天观赏龙舟拔河赛、体验水枪大战，
晚上嗨玩国潮电音趴、观看激光焰火水舞
秀。贝拉小镇、书堂山国学小镇、百果园、光
明松鼠谷、黑麋峰、靖港古镇也同步推出端
午主题活动和门票优惠活动，还备有众多端
午民俗礼品回馈市民游客。

节日期间，望城区还邀请龙山县赴望城
开展“湘西土家民族风情进望城”活动。龙山
县演艺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将送上为期 3 天
的湘西土家民族风情歌舞展演，其中包含首
批国家非遗项目、土家族茅古斯舞《猎归》等
10个节目，演出共计4场次。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
（记 者 李 秉 钧 通 讯 员
雷小锋 曾慧）又到一年端
午时。6 月 24 日上午，湖南

“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
动在永兴县启动。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
将上下而求索……”活动启
动式上，《颂端午》节目200
多名表演者声情并茂地朗
诵屈原的经典作品，让现场
观众再次感受到端午的历
史和文化。现场还表演了花
鼓演唱《刘海逛银都》、歌舞
拼布绣《屈原图》和艾叶香
囊的定制、独唱《你最美》等
精彩节目。

一个多小时的启动式，
从古典诗词朗诵到穿越时
空的对话，从赞美祖国到礼
赞新时代……现场激情满
怀的各类表演，赢得观众
阵阵掌声。“端午节是一个
具有浓浓的爱国情怀的节
日，通过这个节日，将伟大
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忧
国忧民意识和爱国情怀世
代传承。”看完节目，市民
周先生说，以这种形式过
端午特别有意义，不仅让
大家欣赏到经典诗词的魅
力，更激发了广大青少年
爱国、爱党、爱家乡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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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陈健林 任泽旺

6月24日，江永县消浦镇一家食
品加工厂香气扑鼻，一锅香粽刚煮
好。今年104岁的陈爱桂老人剥开一
个，细细品尝，同意出品。

陈爱桂包了80多年香粽。近年，
她感到手脚慢了，便把包香粽的手艺
传授给孙媳妇莫巧林。莫巧林头脑灵
活，办起加工厂，安排10多名当地群
众就业。于是，陈爱桂“转行”当监制。
她站在旁边认真检查，不时将工人们
包好的粽子上多余的粽叶、稻草剪
去。粽子出锅，也须经她亲口品尝、同
意才能卖出。在陈爱桂严格要求下，
今年端午节前，莫巧林的加工厂已销
售香粽15万个。

江永县手工香粽制作技艺以这
种以老带新的方式传承至今，即采山
上的野生粽叶，包裹自产的糯米、板
栗、红豆、花生以及香油腌制的五花
肉、土鸭蛋等，稻草捆扎，温火慢煮8
小时以上。江永香粽糯而不腻、咸甜
适中。

近年，江永县年轻人在学习制作
手工香粽技艺的同时“脑洞大开”，借
助互联网销售平台，把香粽销售到全
国各地。端午节到来之际，全县320家
手工粽子加工作坊(厂)1200 多名员
工，加班赶制香粽，已销售香粽1500
多万个。

江永县桃川镇77岁的朱月娥是
个包粽子的行家，现在，她负责给儿
子的加工作坊管质量，最近销售香粽
20多万个。

以老带新传承技艺——

江永香粽味美香浓

湖南日报6月 24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戴乐得
张伟琳）今日，冷水江市纪委
监委启动端午节“正作风”明
察暗访工作，重点查处节日
期间“四风”问题，提醒广大
党员干部廉洁过节、健康生
活。

端午节期间，冷水江市注
重在深挖细查隐形变异“四风”
问题上下功夫。市纪委监委组
成19个监督检查组，对辖区单
位和宾馆、酒店、茶楼、公园等
进行“飞行点穴式”“地毯式”监
督检查。采取不定路线、不打招
呼的方式，重点查处值班纪律、
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
金、违规发放津补贴和福利、公
款吃喝、公车私用、私车公养、
打牌赌博、“一桌餐”等问题，持
续加大正风肃纪力度。同时，市
纪委监委各派驻机构开展交叉
式、“推磨式”监督检查；各乡镇
街道纪（工）委、市直单位机关
纪委结合实际，开展多种形式
的监督检查，抓好节日期间干
部作风。

“节日假期，是各种‘节日
病’高发期，是党员干部廉洁自
律考核期，要把‘节点’当‘考点
’，强化监督执纪。”冷水江市纪
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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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长沙市望城区新华联铜官窑古镇，演员们表演土家族摆手锣鼓《毕兹卡
的祝福》。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