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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 抗震救灾精神述评

2008 年 5 月 12 日，8.0 级 汶

川特大地震骤然发生，造成近 10 万

同胞罹难或失踪……

面对严重灾情，在中国共产党

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展现了万

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

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

震救灾精神，迸发出气壮山河、感天

动地的巨大力量，赢得了抗震救灾

的伟大胜利。

以人为本、血肉相连——

凝聚不屈的力量

绵竹汉旺广场的塔钟，永远定

格在2008年5月12日的14时28分。

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在第一时

间把抗震救灾确定为全党全国最重

要最紧迫的任务，迅速组织各方救

援力量赶赴灾区。

72 小时内调集 14.6 万陆海空

和武警部队官兵驰援灾区；2 亿元

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应急资金紧

急下拨，保障灾区群众生活物资急

需；灾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广大干部

群众紧急动员、迅速行动……

与时间赛跑，与死亡竞速。8.4

万多名群众从废墟中被抢救出来，

149 万名被困群众得到解救，430

多万名伤病员得到及时救治，1510

万名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基本生

活得到妥善安排。

震后第 11 天，灾后重建规划编

制工作启动。3 年内，中央共调度、

安排了各类政府性资金和公益性资

金 3000 多亿元，确保灾后重建顺利

进行。

今日汶川，新楼耸立，水绿山

青，最漂亮的是民居，最坚固的是学

校，最现代的是医院。昔日满目伤痕

的地震灾区浴火重生，创造出令人

惊叹的“中国奇迹”。

在这片土地上，无数共产党员

以舍生忘死、冲锋在前的精神，书写

了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感人篇章——

地震发生那一刻，东汽中学教

师、共产党员谭千秋张开双臂将学

生掩护在自己身下，用生命诠释责

任与师魂。

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时任

北川羌族自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兰辉强忍地震失去 3 名亲人的悲

痛，不眠不休地投入救灾工作中。

担任北川县副县长时，他勇担交

通运输、安全生产等繁重、艰难的

灾后重建工作任务，为保证群众

走上“放心路”奔波于途，最后殉

职在路上。

地震发生后，1 万多支“党员

抢险队”“党员突击队”“党员服务

队”“党员先锋队”始终战斗在救灾

第一线。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众志成城建家园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这场举全国之力的抗震救灾，

为灾区人民战胜灾难、重建家园注

入了强大精神动力。

地震发生后，邹凌从天津赶到

映秀灾区。从抢险救援到灾后重建，

再到脱贫攻坚，他一直留在映秀。如

今，他担任映秀镇渔子溪村党支部

书记、村主任。邹凌个人出资捐建了

渔子溪大院、矿泉水厂等集体企业，

将企业收益无偿赠送给全村老百

姓，让村民变股民。看着村民们的笑

容，邹凌很欣慰。

一对一、一帮一。汶川地震发生

后，按照中央作出的对口支援的决

策，19 个对口支援省市，带着 700

多亿元援建资金，肩负着庄严使命，

迅速奔赴灾后重建的战场。

时任潍坊市抗震救灾援川前线

指挥的崔学选，冒着余震造成的滑

坡和飞石危险，带领援建人员踏遍

了北川县桂溪乡的山山水水。2009

年 7 月 13 日，因连续超负荷工作，

他倒在了援建路上……

援建者们不畏艰难、忘我工作，

告慰逝去的生命，为生者点燃希望。

灾区群众擦去眼泪、撸起袖子，发扬

自力更生、互帮互助精神，在一片废

墟上重建家园。

风雨同舟、守望相助。正是在这

场举世罕见的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

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

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

精神。

不畏艰险、百折不挠——

弘扬精神向前进

民族精神的内涵，总是在历史

进步中不断得到丰富、在一次次重

大考验中不断得到升华。

2013 年 4 月 20 日，汶川地震灾

区旧伤初愈，四川雅安市芦山县又

发生 7.0 级大地震。汶川地震所凝

结的抗震救灾精神再次体现在芦山

救灾工作中。

“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越是

要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同舟共

济的凝聚力，越是要鼓起越是艰

险越向前的精气神。”抗震救灾

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

议，进一步全面部署四川芦山抗

震救灾工作。

越是艰险越向前——从汶川、

玉树到芦山、鲁甸，在一次次地震

灾难中，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不断

升华，中华民族体现出强大的凝

聚力、向心力。这种精神力量不仅

是灾区重建的宝贵财富，更是我

们应对风险挑战、面向未来的胜

利保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防震减

灾、抗震救灾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应

急能力明显增强。

今年 5 月 14 日，国务院抗震救

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四川

省政府在四川省雅安市等地联合举

行“应急使命·2021”抗震救灾演习。

演习结束一周后，相继发生云南漾

濞 6.4 级地震、青海玛多 7.4 级地

震，应急管理部协同相关地区迅速

部署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演习成果

得以运用，对于及时有力应对地震

灾害、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等

发挥了积极作用。

坚持党的领导，各级党委和政

府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中发挥组

织领导、统筹协调、提供保障等作

用，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形成

各方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局

面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作为首要目

标 ；坚持以防为主、综合减灾，注重

将防灾减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强化源头预防。

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绽放的强大

精神动力，必将激励我们在经受各

种考验挑战中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据新华社）

电焊、电工、空调安装……身

为特种作业人员，你是否有过这样

的烦恼 ：上岗要有特种作业操作

证，却不知道怎么考？证书到期或

丢失，为换证、补证跨省奔波、耽误

工夫……

现在，这些烦心事都有望解

决了——应急管理部近期聚焦特

种作业人员安全培训和考核取证

等存在的不方便问题，采取了一

系列举措。同时，监管部门也加大

对无证作业、持假证作业的打击

力度。

上岗证书怎么考？
据应急管理部统计，我国现有

约 1500 万人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

近年来每年约有 200 万人新取证进

入特种作业岗位。

特种作业，是指容易发生事

故，对操作者本人、他人的安全健康

及设备、设施的安全可能造成重大

危害的作业。

具体而言，包括电工作业、焊

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制冷

与空调作业、煤矿安全作业、金属

非金属矿山安全作业、石油天然气

安全作业、冶金（有色）生产安全作

业、危险化学品安全作业、烟花爆

竹安全作业等 10 个类别 54 个操

作项目。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安全生产法明确规定，特种作业人

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

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

上岗作业。

值得关注的是，不少工人不清

楚如何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有的

甚至因轻信“包考包过”的虚假广告

而被骗。

对此，应急管理部今年整合了

相关培训、考试信息，今后，特种

作业人员可登录应急管理部官网

“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

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

平台”的“机构查询”界面或“国家

安全生产考试”微信公众号，一站

式查询、就近参加，再也不用担心

上当受骗。

换证、复审等

实现“跨省通办”

目前，我国大批特种作业从业

者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很多是异

地就业，流动性较大。

换证、复审、补证不方便，是特

种作业人员的一大烦心事。

究其原因，特种作业操作证有

效期为 6 年，到期须换证，且每 3

年要复审一次，而此前往往需要回

户籍所在地或原发证单位所在地

参加培训、考试、复审、换证，让很

多人为此两地奔波、大费周折。特

种作业操作证此前只有实体版，倘

若不小心丢失，只能重新补办。

近期，应急管理部采取了一系

列举措，实现特种作业操作证书“跨

省通办”：

——申请特种作业操作证的

人员，可以向任意从业所在地的市

（地）级以上发证机关或其委托的考

试机构，提出考核申请，进行取证、

复审和换证。

——所有自 2019 年印发新版

特种作业操作证书后新取证（含经

复审换发新证）人员，可由“国家

安全生产考试”微信公众号、应急

管理部官网“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

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

信息查询平台”下载电子特种作业

操作证。电子证书随时随地免费领

取，与实体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无证上岗害己害人

切莫以身试法

在过往一些生产安全事故中，

有的特种作业人员未经专门安全培

训考核无证上岗、持假证上岗，最终

酿成事故，造成严重后果。

对此，监管部门不断加大打

击力度。例如近期，山东省潍坊市

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某矿业

公司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一名

维修工持有的特种作业操作证系

伪造证件。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随

即立案调查，并依法将这名维修

工违法犯罪行为线索移送至属地

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以“买卖国家

机关证件罪”对其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

“依法持证上岗是法律规定的

保障广大从业人员生命财产安全的

一项重要制度，切莫心存侥幸！”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各生

产经营单位要通过全国统一的“特

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

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网

址：cx.mem.gov.cn）对本单位特

种作业人员证书进行真伪核验，严

格落实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制

度。特种作业人员要认真参加专门

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质后

方可持证上岗。

（据新华社）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1500 万特种作业人员：

你的这些烦心事
应急管理部出新招了

 在四川省汶川县灾区，直升机向汶川地区运载救援物资后搭载伤员离开。        新华社记者  王建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