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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对伟大抗疫精神作出了
深刻阐释：“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
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
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
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
抗疫精神。”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武汉人
民是英雄的人民。作为全国抗击疫情的主
战场，武汉、武汉人民以实际行动和爱国情
怀诠释了伟大抗疫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武汉和湖北是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主战
场，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武
汉人民、湖北人民识大体、顾大局，不畏艰
险、顽强不屈，自觉服从疫情防控大局需要，
主动投身疫情防控斗争，为阻断疫情蔓延、
为全国抗疫争取了战略主动，作出了巨大牺
牲和重大贡献。

生命至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深厚的
仁爱传统和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
价值追求。在抗疫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将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这
实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仁爱思想与马
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的有机统一。可以
说，这一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中国化
与时代化的结果。中国自古就有人命关天
的理念，十分重视并珍爱生命。生命是最可
宝贵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逝去就不会再
返，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正是在珍爱生命
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马
克思主义将现实的有生命的从事实际活动
的人作为人类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整个
理论体系围绕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和人
类解放展开。在抗疫过程中，史无前例地关
闭离汉通道有效阻断了病毒的扩散，保护了
大多数人的生命安全与健康。我们的党和
政府调集了全国范围的精锐力量支援武汉
主战场，始终将最大限度救人作为核心，国
家负担所有病人的医疗费用。坚持生命至
上，救治每一个病人，无论长幼、无论职业，
决不放弃一个生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执政为民理念。

举国同心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万众一
心、同甘共苦的团结伟力。新冠肺炎病毒感
染范围之广，传播之迅速，防控难度之大都
是前所未有的。中华民族向来具有团结统
一的民族精神，当代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制度优越
性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了充分发
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长城内外、
大江南北，全国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把个人冷暖、集体荣辱、国家安危融为一
体。14 亿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肩并肩、
心连心，绘就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时代画卷。
在抗疫主战场武汉，生动体现了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党和政府举全国之力
实施规模空前的生命大救援，最优秀的人员、
最急需的资源、最先进的设备千里驰援，在最
短时间内实现了医疗资源和物资供应从紧缺
向动态平衡的跨越式提升。在全国人民支持

“热干面”的同时，武汉人民服从全国抗疫大
局，有的在家封闭 80 多天，有的积极加入社
区志愿者，有的在医院一线忘我战斗，有的甚
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武汉人民和全国人民
一道以行动诠释了举国同心。

舍生忘死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敢于压
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顽强
意志。马克思主义认为，时势造就英雄，英
雄来自人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在危
难时刻，又见遍地英雄。各条战线的抗疫勇
士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困难面前豁得出、关
键时刻冲得上，以生命赴使命，用大爱护众
生。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人
民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
领导下，凝聚起无比磅礴的精神力量。54 万
名湖北省和武汉市医务人员同病毒短兵相
接，率先打响了疫情防控遭遇战。其中，武
汉金银潭医院的张定宇同志虽然身患渐冻
症，但他坚持与病毒赛跑抢救更多病人，得
到了党和全国人民的高度肯定，被授予“人
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舍生忘死也是中华
民族勤劳勇敢与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当代
发展。

尊重科学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求真务
实、开拓创新的实践品格。科学是人类把握
世界的重要方式，也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
重要成果。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科学在社会
发展中的作用，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毛泽东同志强调尊重科
学，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把科学技
术现代化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强调尊
重科学与重视科技的发展，并把提升人民的
科学文化素养与思想道德素养作为实现人的
现代化的两个重要方面。面对前所未知的新
型传染性疾病，尊重科学是战胜疫情的前提
条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秉持科
学精神、科学态度，把遵循科学规律贯穿到决
策指挥、病患治疗、技术攻关、社会治理各方
面全过程。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实行中
西医结合，先后推出八版全国新冠肺炎诊疗
方案，筛选出“三药三方”等临床有效的中药、
西药和治疗办法，被多个国家借鉴和使用。
无论是抢建方舱医院，还是多条技术路线研
发疫苗；无论是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大数据
追踪溯源和健康码识别，还是分区分级差异
化防控、有序推进复工复产，都是对科学精神
的尊崇和弘扬，都为战胜疫情提供了强大科

技支撑。武汉是中国科学与教育的中心城市
之一，拥有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众多高
等院校，在尊重科学方面，为中国乃至世界提
供了宝贵经验。

命运与共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和衷共
济、爱好和平的道义担当。中华民族自古就
认识到了大道不孤，大爱无疆的道理，养成了
爱好和平、乐于助人的可贵品质。中华民族
自古还有大同世界、天下为公的理想。马克
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这
些宝贵的文化基因，是命运与共形成的基
础。随着全球化时代与网络时代的到来，各
种全球性问题的产生，许多问题单靠一个或
几个国家是无法解决的，人类是一个一损俱
损、命运与共的有机整体。面对疫情，中国人
民秉承“天下一家”的理念，不仅对本国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
生事业尽责，致力于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当疫情在全球范围扩散时，中国人民发
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援助时间最集中、涉及
范围最广的紧急人道主义行动，为全球疫情
防控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充分展示了讲信
义、重情义、扬正义、守道义的大国形象，生动
诠释了为世界谋大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大国担当。武汉人民舍小家为大家，
更是对全国乃至全世界抗击疫情做出了巨大
贡献。

从伟大抗疫精神的内涵来看，抗疫斗争
实践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促进了伟大抗疫精神的产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
具有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
的强大力量。中华文明之所以在文化上经历
五千年而从未中断，正是因为中华民族具有
深厚的文明底蕴与凝聚力极强的民族精神。
只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统一起来，即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及其对民族精神的塑造，才能不断丰富
和发展中华民族精神，才能促进中华民族的
文化自觉与自信。在这次抗疫斗争中，中国
人民显示出高度的责任意识、自律观念、奉献
精神、友爱情怀，铸就起团结一心、众志成城
的强大精神防线。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
只要不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始终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我们
就一定能够建设好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家
园，筑牢中华儿女团结奋进、一往无前的思想
基础，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始终屹立在世界
先进民族之林。

（作者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
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
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主任）

伟大抗疫精神
给中华民族精神谱系又添了厚重一笔

求知：武汉是中国抗疫主战场，有哪些故
事让您深刻感怀？

邹绍清：我有很多老朋友在武汉。他们是
高校教师、媒体朋友，他们一直奋战在一线。
参与志愿者活动、坚守一线值班、深入基层社
区、轮流去学生宿舍、克服困难在线上课等，每
天忙碌不停，无休难眠。即使是我的学生，也
在抗疫中表现出了90后青年的担当勇敢。从
电视新闻上，每日看到广大医护工作者舍生忘
死奔赴武汉，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军人冲锋在
前，志愿者、社区工作者、快递小哥无惧风雨，
海外华人捐资捐物。可以说，正是团结一心，
才形成了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伟力。

武汉无愧为一个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都
是战士，是英雄，没有例外。

求知：您怎么理解武汉作为中国抗疫主战
场与伟大抗疫精神的关系？

邹绍清：武汉是中国抗击疫情的主战场，
是重中之重和决战决胜之地；伟大抗疫精神给
中华民族精神谱系又添了厚重一笔，具有时代

价值和世界意义。
疫情防控武汉保卫战是空前的，生动诠释

了伟大抗疫精神，其是千万武汉人民舍生忘
死、不畏艰险、顽强不屈、坚韧不拔、高风亮节，
与全国人民一道用血、用信心、用生命浇灌的
精神之花。

中国抗击疫情是千百年来人类抗击病毒
史上的壮举，是人类史上的奇迹。伟大抗疫精
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
因是一脉相承的，赓续了伟大民族精神所蕴含
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
神、伟大梦想精神及其精神基因。今天我们看
到中华民族面对疫情时的表现，与我们这个伟
大民族自古以来特有的品性、精神基因是分不
开的。

武汉历史上就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蕴含了
荆楚文化所独具一格的“不屈不挠、不胜不休”
的精神内核。武汉人民在抗疫中的英雄表现，
是新时代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是中华民族在
全球战疫中独特的精神标识。

从中国特别是主战场的抗疫故事
感受人类应对挑战的人间正道

求知：伟大抗疫精神中的几个关键点，在
武汉都有直接展现吗？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感召力”，它
和武汉，和伟大抗疫精神是怎样的关系？

邹绍清：伟大抗疫精神是一个严密的体
系，生命至上是前提，举国同心是基础，舍生忘
死是核心要义，尊重科学是关键，命运与共是
落脚点。对此，我们理解时要善于用到历史思
维、整体思维、辩证思维。

比如院士团队起到了科技领军作用，中国
科技工作者以最快速度攻坚克难；同时涌现出
人工智能创新、“数字治疫”、5G网络、生命健
康、新材料等创新发展，形成了发展新动能和
新增长点，这些都丰富了“尊重科学”精神内涵
的熔铸。中国始终秉持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
态度，向全球分享病毒全基因序列信息，分享
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对外捐款，物资援助，派
遣医疗专家组，提出“中国方案”“中国倡议”，
这些都是“命运与共”。

这些关键点，都与武汉联结很深，武汉的
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全球的命运息息相关。伟
大抗疫精神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
精神是世界文明史册中灿烂的一束文明之
花。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抗疫故事，包括主
战场武汉的抗疫故事，给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
强劲动力。我们能从中感受到应对人类共同
挑战、建设更加繁荣美好世界的人间正道。既
然是“正道”，就是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钥匙，
理应得到广泛认同。

求知：如何理解伟大抗疫精神的世界意
义？

邹绍清：伟大抗疫精神，是中国人民在面
对“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时交出的一
份彪炳人类发展史册的“中国答卷”，在抗疫中
淬炼、在磨砺中升华出的中国精神，凝聚了民
族精神厚重的文化底色，也是属于人类共同的
精神财富。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说的，中国
人民“以牺牲正常生活的方式为全人类做出了
贡献”，为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点亮了胜利之
光。因此，讲好中国抗疫故事、传播中国抗疫
精神，对于凝聚人类共识、汇聚全球合力、共同
战胜疫情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回望这大半年来，病毒无国界、无种族之
分，一直还在世界各地蔓延。目前感染人数已
突破了3000万，死亡人数也快逼近百万，这说
明，没有任何国家或个人能在这场人类空前的
疫情流行中独善其身。

从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来看，人
类是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只有
团结合作、相互支持、携手应对才是战胜危机
的唯一出路。

这次抗击疫情，中国始终站在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高度，秉持公开透明与负责任的态度，
及时向全世界发布疫情信息，分享疫情防控、
病毒检测、临床诊疗等经验和方案；并向世界
发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范围的紧急人道
主义援助，为全球疫情防控注入源源不断的动
力，充分展示了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守道
义的大国形象，生动诠释了为世界谋大同，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中国不仅践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
担当，更是广泛地团结世界各国一切可以团结
的力量，努力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维护人类
健康的力量，不断推进和形成更加包容的全球
治理，更加有效的多边机制，更加积极的区域
合作。

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广泛的感
召力，特别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可以
说是凝聚全球共识、增强信心、团结合作抗疫、
共同战胜病毒的一个有力武器；更是世界各国
要以团结取代分歧，以理性消除偏见，凝聚起
维护人类健康的强大合力，共克时艰，维护人
类共同的家园。

抗疫主战场生动诠释
伟大抗疫精神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赵士发

伟大抗疫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表达，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民

族精神实际有机结合的产物，它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在

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与斗争，铸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即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特别

是近代以来，为了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领

导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与

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丰富和发展了我们的民族精神。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这
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
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称赞武汉是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武汉是
中国抗击疫情的主战场，这座经历过无数考验的英雄城市成为中国抗疫斗争的精
神坐标。应如何理解主战场与抗疫伟大精神的关系？就相关话题，长江日报“求
知”专访了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邹绍清。

中华民族在全球战疫中
独特的精神标识

□ 长江日报记者秦孟婷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法治公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长江日报公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