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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4月 4日，庚子年清明节。

中国，以国家的名义、最高的
规格深切悼念新冠肺炎疫情
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在首都北京参加悼念活动，

再一次以行动宣示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亿
万人民同悲、同祭、同心。

上午 10时， 防空警报鸣
响，汽车、火车、舰船鸣笛，举
国默哀 3分钟。

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万里
长空，国旗半垂，人民英雄纪
念碑巍峨屹立。广场附近各路
口， 停驶的机动车鸣笛致哀。

正阳门东侧，一个背书包的姑
娘停下电动车， 站在车旁，双
手放在身前，低头默哀。

在湖北武汉，江水缓缓流
淌， 长江大桥上车辆齐声鸣
笛。 在汉口江滩一元广场，树
木葱郁，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
家属、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

志愿者等社会各界 500 人胸
前佩戴白花， 参加悼念活动，

所有人共同肃立、默哀。

在兰州，黄河岸边的甘肃
国际会展中心广场上，各界代
表近 300 人参加集体悼念活
动。黄河上三艘船只，与停在
滨河路边的汽车一起鸣笛。

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
碑广场上， 人们身着黑衣，手
持黄色菊花，向疫情中牺牲烈
士和逝世同胞表达哀思。在通
往纪念碑的台阶上，黄色和紫
色的花朵拼出“缅怀”二字。

……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
知道你为了谁。” 在抗击疫情
的严峻斗争中， 一批医务人
员、干部职工、社区工作者因
公殉职， 把自己留在冬天，给
人们带来了春天。逆行英雄们
用生命守护和拯救了更多同胞，他们的名字写在国家历史
中，写在百姓心里。

在沈阳的辽宁大厦，100余名对口支援湖北襄阳的辽
宁医疗队员 4日解除医学隔离。10时，他们暂停搬运回家
的行李，在宾馆广场列队，向疫情中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
默哀。

1995年出生的护士王语嫣在襄阳奋战了近 40天。她
说：“每一个生命都是可贵的。 长者带着我们勇敢驰援，就
是为了抢救生命。今天举国哀悼逝世的烈士和同胞，我们
要共同寄托心中的哀思。”

4日清晨，约 800位市民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市民徐
先生带着上小学的儿子前来参加仪式。“历史的长河中总
会涌现出不顾个人安危、为国家命运而献身的英雄，所以
我们的民族才能延续到今天。”他认真地对孩子说。

“多少年来，英烈们的精神生生不息，红色基因一直在
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党委书
记赵永艳说，我们要饮水思源、不忘来路，继承先烈遗志，

把悲痛化为力量，为未来共同奋斗。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长河里，总有一些人，在历史重大
节点，影响一个国家，甚至几代人，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为代
价守护他人。对于英雄们最大的告慰，不仅是悼念、追思，

更要传承、笃行。唯有如此，英雄们的精神才能永垂不朽。

草色无空地，江流合远天。逝去的每一个生命，都是 14

亿人共同的损失。在清明这个中华民族传统中慎终追远的
日子，举国同祭，向疫情中每一个远行的生命庄重行礼。

在汉口江滩一元广场的悼念活动中，36岁的武汉市三
阳社区主任邓凌昊与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共
同缅怀烈士和逝世同胞。他说，今天以参与抗击疫情的一
线工作者身份来参加哀悼活动，心中很感慨，希望逝者安
息，生者坚强。

武汉的市花是梅花。在中国文化中，梅花有着傲霜雪
的品格。在抗击疫情阻击战中，人们见证了这座英雄的城
市、勇敢而善良的人民，见证了生命的顽强与不屈，见证了
一个个普通人的抗争。他们爱过，生活过，为生命而坚强拼
搏过。他们的品格与勇气，在未来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将被
家与国永念。

四川省人民医院的辜晓惠等参加悼念活动的人们说，

国家以最高的祭奠向英雄哀悼， 人民以最深的怀念为英雄
送行，举国哀悼是对逝者的尊重与缅怀，也是对生命的关爱
与珍视。中国人民历来在艰难困苦中不低头，但我们向牺牲
烈士和逝世同胞低头默哀，致以内心最深刻的敬意和缅怀。

4日凌晨起，中央和地方媒体纷纷将网站、客户端、微
博页面调至黑白色调，随后陆续发布悼念海报。这一天，全
国停止了公共娱乐活动。 网友们在手机页面上 “点燃”蜡
烛，留言寄托哀思：

———带着对逝者的思念，迎候生命的生生不息；

———吾辈自强，勿忘此战；

———为所有付出，为所有爱和希望；

———逝者安息，英雄走好，因为有你，祖国才强；

———好好生活、努力工作，这是对亲人最好的缅怀，也
是对烈士最深的告慰；

———记住善良与勇敢，14亿人，同根同心；

……

未来的日子，坚强勇敢，充实而有意义地活着，这是对
逝者最深沉的缅怀； 青年和前辈共同挺起民族的脊梁，以
愈挫愈勇的斗志和生生不息的希望，推动国家进步，这是
对烈士们最真挚的告慰。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同心同德，

凝聚力量，不懈奋斗，永远前进。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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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逝者 勇毅前行
人民日报评论员

清明时节， 追思悠悠。2020年 4月 4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全国性哀悼活
动，全国各族人民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
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全
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全国停止公
共娱乐活动。

这是对逝者的深切缅怀。在这场抗击
疫情斗争中， 我们失去了众多骨肉同胞。

他们当中，有与病魔较量、不幸被病毒感
染以至献出生命的医务人员，有夜以继日
工作、 突发疾病不幸殉职的公安干警，有
冲锋在前无私奉献、不幸倒在最前沿的党
员干部，有与病毒顽强抗争、不幸病亡的
普通群众……他们都是与我们血脉相连
的骨肉、生死相依的亲人。手足之情、同胞

之谊， 是每个中国人心中最深沉的情感。让
我们低首， 默诉心中那份不舍的亲情挚爱；

让我们追思，愿他们带着亲人的爱与思念安
息长眠。

这是对生命价值的崇扬。“国之兴也，视
民如伤”。面对这场来势凶猛的疫情，习近平
总书记一开始就明确要求把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党中央采取的
所有防控措施都首先考虑尽最大努力防止
更多群众被感染，尽最大可能挽救更多患者
生命， 彰显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从强调“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
就是责任”， 到举全国之力支援湖北和武汉
疫情防控，再到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
牲烈士和逝世同胞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人

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贯穿始终。上
下同心者胜，众志成城者赢。让我们在哀悼
中感受生命的宝贵、崇扬生命的价值，更鼓
起不断前行的信心与勇气。

经过全国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努
力，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经济社
会秩序加快恢复，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这
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展现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本色，展
现了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展现
了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展现了
把握规律、崇尚科学的求实态度，展现了开
放合作、命运与共的宽广胸怀，将成为推动
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中

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 但从来没
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
成长、从磨难中奋起。一个善于从灾难中总
结经验和教训、 汲取智慧和力量的民族，

必将变得更加坚强、更加不可战胜；她在
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自己的进步中获得
补偿。

风雨过后，生活还将继续；逝者安息，生
者自当坚强。发扬伟大民族精神，战胜一切
困难挑战，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既是对逝
者的最好告慰， 也是生者义不容辞的使命。

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攻坚克难，更加
勇毅前行！

（载今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 4月 4

日电）

3分钟凝滞后，让我们更懂得“记忆”
本报首席评论员 朱珉迕

举国凝滞 3 分钟。庚子清明，国旗为凡
人降下，汽笛为生命悲鸣。

4月 4日， 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的
深切哀悼，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在此期间，

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全国停止公
共娱乐活动。10时起，全国人民默哀 3分钟，

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从中
南海到黄鹤楼， 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14

亿国人用朴素而庄重的形式，向逝去的生命
献上哀思与追念。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3分钟的凝滞，

让很多人想起汶川、玉树、舟曲。这个民族新
近的历史记忆里，这不是第一次以国家的名
义祭奠同胞。我们肃立、默哀、鸣笛、垂泪，为
了牺牲在抗疫战场上的英雄，也为了病毒肆
虐中倒下的凡人。

3分钟的凝滞， 也让人联想起此前更长

时间的停摆。两个多月
前， 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给这个国家带来空
前的考验。无数人同时间赛跑，无数人同命
运殊死一搏， 也有无数人忍受着静止和寂
寞。我们倾了举国之力，经历了一场又一场
苦战，才走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取得今天弥
足珍贵的阶段性成效。

近来常有人说，“冬去春来，山河无恙”。

老实说，这话并不准确。来之不易的成效背
后，是无数人的拼搏、付出甚至牺牲。很多人
跑赢了时间，很多人重新开始奔跑，也有很
多人的生命永远定格。 数千生命的消逝面
前，我们无法轻言“无恙”。倒是应当记住，有
的人永远留在寒冬，是为让更多人能够迎来
春天。

所以，在这个春日，我们需要这样一场
祭奠，需要祭奠所有逝去的生命，无论他们

是为国拼命的英雄，还
是默默无闻的同胞，无
论他们的名字是否被

我们广泛地知晓。

再普通的生命， 都不是一个冰冷的数
字，更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符号。每一条生
命都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具象构成，都
值得最大程度地呵护与珍视。而一个富有大
爱与关怀的民族， 会记住所有的牺牲与付
出，不让它们被遗忘、被漠视、被辜负。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
关”———灾难和困境， 总会给人以这样的体
悟。疫情也是如此。某种程度上，战疫这场
“大战”和“大考”，也是一堂生命教育的“大
课”。它在各个层面启示着人们，要思考生死
的分量，思考生命的价值，进而思考“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的深意。

3分钟的凝滞，承载着对英烈的感激、对

同胞的关切，也承载着一种特殊的记忆———以
国之名，举国哀悼，本身就是将对个体的追思
上升为国家的记忆。这意味着，一切个体的付
出和牺牲，都应当得到庄重对待，使之成为后
来者砥砺前行、继往开来的力量之源。

疫情夺取了很多人的生命，也给山河带来
了创伤。但伟大的民族不会被创痛击垮。眼下，

疫情防控这场阻击战仍在持续， 形势不断向
好，却容不得半点懈怠；受到冲击的经济社会
的发展，则亟待加快复苏。人们正在期待一场
全方位的“冬去春来”，这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
付出，也需要确保每一个人的努力付出都得到
尊重和珍视。

逝者已矣，生者正待重整山河。我们对牺
牲英烈和逝世同胞的最好告慰，就是真正记住
他们，并经由他们而更加懂得铭记历史、尊重
生命、敬畏人民。懂得了这一些，这凝滞的 3分
钟，就是又一个前行的起点。

昨天，上海外滩 52栋建筑下半旗志哀，以表达对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的深切哀悼。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生者奋发，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
（上接第 1版）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旧址陈列馆、刘长胜故居等纪念场馆
工作人员暂停手中工作， 肃然起立，

默默哀悼。

这一刻，龙华烈士陵园，整齐的
礼兵列队手举五星红旗，穿过庄严肃
穆的香樟林甬道，引领行进至纪念碑
广场，举行升国旗、下半旗仪式，向纪
念碑敬献花篮。20位志愿者在无名烈
士墓前，向英烈敬献鲜花。遍地鲜花
摆成花环，悼念逝世同胞。

这一刻，浦东国际机场，警报声
响彻了整个航站楼的登机、候机和出
站大厅。时间仿佛凝滞，海关、边检等
防疫工作人员，携带行李包裹的旅客
都驻足默哀。今年刚走上工作岗位的
闵行公安分局民警孙扬，已经在机场
值守多日。“我在想，自己的辛苦跟在
一线救治病人的医护人员比根本算
不了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祖国的
中坚力量。”

这一刻， 轨交 1 号线人民广场
站、轨交 11号线嘉定北站，列车停靠
站台 3 分钟并鸣笛， 乘客们接连站
起，脱帽默哀。“早上我一直在看抗疫相关的
视频，身在一线的工作人员真的不容易。”乘
客王女士没说几句就已哽咽，“我们能做的，

就是保护好自己，让如今还在岗位上奋战的
英雄少一些压力。”

这一刻， 在东海之滨的洋山深水港，11

艘远洋航行集装箱轮汽笛长鸣，巨大的吊机
整齐列阵，集卡列队鸣号，正在码头巡查的
边检警车警笛骤响， 边检民警下车原地立
定，向战疫中逝去的同胞默哀致敬。

是缅怀，更是感悟生命
“10时停止讨论，10时 15分之后再恢复

上课。”一早课前，复旦大学公共管理专业教
师陈周旺在“政治学”课程群聊内发言道。“鸣
笛了。” 学生俞舜尧按下视频课程的暂停键，

起身离开书桌， 走向窗边低头默哀。“愿逝者
安息，山河无恙！愿生者奋发，祖国昌盛！”“我
们从未停止想念，我们从未忘却英雄。”

点亮一支蜡烛，献上一朵菊花……沪上
大中小学学生纷纷在网上祭扫英烈。“你们
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是我们永远的榜样。”

松江区泗泾小学五年级学生赵依凡在线上
向英烈献花，默默哀思。华东理工大学中德
工学院学生严天伟此刻身在德国，在线参加
了悼念活动。“与子偕行，共抗疫情，希望在
人类共同努力下全世界早日战胜病毒！”身
在武汉的上海外国语大学西方语系学生张
翘楚也参加了在线悼念活动：“武汉能挺过
来，离不开每一个人。我为仍然奋战在一线
的医护人员和社区工作者祈祷祝福，如果有
任何用得上我的地方，我都愿意顶上。”

在“人人屋”杨浦滨江党群服务站前，一
位父亲正牵着女儿的手低头默哀。“‘人人
屋’的名字，本来就是人人都在一起的意思。

今天我们都在一起，大家心同一体，为逝去
的同胞祈祷。”值班人员李静说。杨浦滨江现
场管理人员周莉也和大家站在一起，静静度
过了这 3分钟：“在生死关头，那么多医护人
员冲在一线对抗疫情，身在后方的我们更应

该守好自己平凡的岗位，更应该好好珍惜生
命里的每一天。”

疫情总会散去，万物终会复苏，人们深
切缅怀，感悟着生命的可贵。

荆州路的国歌纪念广场上，五星红旗低
垂。 市东实验学校学生刘嘉佳和两位小伙
伴，手持白色菊花来到这里：“电视里看到叔
叔阿姨的许多故事， 我们想来这里感谢他
们。”“这里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地，80

多年来激励中华儿女不畏艰险、 为国奉献。

今天，相信在国歌精神感召与鼓舞下，我们
一定能战胜疫情，国泰民安。”国歌展示馆馆
长杨春霞说。

普陀区甘泉路街道社区工作者董慧玲，

通过电脑和远在武汉的父母进行了视频连
线。10时一到， 沪鄂两地的防空警报同时拉
响，她和家人一起起立，垂手低头，进行了跨
越800公里的3分钟默哀。“希望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的战疫成果是多么来之不易，敬畏生命，

热爱生活，带着逝者的遗志，继续投身抗疫工
作，这才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董慧玲说。

“哪怕单子再多、再急，这 3分钟也要停
下来。” 正骑着电瓶车在长寿路穿梭的外卖
小哥程守丰刹车后将车停在路边，加入了低
头致哀的市民行列中。“希望逝者安息，感谢
那些奋不顾身的烈士。没有他们奉献，就没
有大家现在的平安，没有家家户户的幸福生
活……”来不及多说，程守丰匆匆离去，将热
腾腾的饭菜送往下一户人家。

在徐家汇公园，出游的市民们共同驻足
默哀，老人颤巍巍从长椅上站起，低头致哀，

家长牵起孩子的手，共同停下脚步。春光融
融的公园里， 此刻多了一份哀伤和肃穆。75

岁的陆老伯说：“现在大家可以在公园散步、

晒太阳，这平静的生活来之不易啊！要珍惜
当下，更不能放松警惕，这也是对牺牲烈士
的缅怀和告慰。”

嘉定区外冈养老院，院内的 7名退伍老
兵重新穿上军装、戴上军帽，一字排开，神情
凝重，敬上一个标准的军礼。“疫情能在如此

短的时间内得到控制，离不开祖国作为坚强
后盾， 更是新时代的烈士们用生命换来的。

唯有一个深深的敬礼，才能表达对英烈们的
敬意！”老兵钱进元说。在天宝养老院，89岁
的朱德明老人在房间里低头沉默不语。他的
侄子是援鄂医疗队员，疫情期间，老人为抗
疫一线的医务人员创作的一幅幅插画就摆
在身边。养老院活动室内，老人们注视着电
视，垂手而立，共同向英雄致敬。

参加集体默哀后， 周浦监狱民警小唐
说：“感谢英勇无畏的烈士们，没有你们的果
断付出，就没有社会和谐安宁。深深地为你
们哀悼，向你们致敬。”

“没有一个冬天是不可逾越的，没有一
个春天不会到来。” 青浦区重固镇城市网格
化综合管理中心主任夏伟带着队员们列队、

脱帽，默哀，所有执法车辆都鸣笛 3分钟。

是祭奠，更是汲取力量
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16位先贤塑像

前，华山医院第一批返沪医疗队队长陈进宏
带领 30名医学生重温医学生誓词。“悼念牺
牲的烈士和逝去的同胞，是要传承他们不畏
艰险、勇于牺牲的优秀品格，同时也是对医
务人员的鞭策， 今后要更好立足本职工作，

无愧于祖国重托。”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大草坪
上， 一场庄严肃穆的祭扫仪式正在举行。普
外科主任郑民华说：“把缅怀化为传承，是对
先辈最好的怀念，也是给予医学后辈最好的
礼物。”

在返沪医疗队的集中隔离点， 医护人员
们在各自阳台上默哀。 在隔离中的虹口区江
湾医院心血管内分泌科护师尹瑛说：“我们会
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将他们的精神
继承和发扬下去。等解除隔离后，我将尽快回
到工作岗位上去，为防疫再作贡献。”瑞金医
院功能神经外科护士孙孟瑾也在集中隔离点
参加了默哀仪式：“这次援鄂经历将铭记一
生，幸不辱使命，此生不悔入华夏！”

杨浦区第二集中医学观察点的医
务室内，全体医护人员肃立、默哀，用笔
写下了这段特殊时期在集中点工作的
所思所感，并贴在小黑板上。“愿凛冬消
散，春暖花开后再无国殇。”这些坚守在
上海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说，“最好的
祭奠就是接替他们的使命，在抗疫斗争
中继续前行。”

“衷心感谢每一位为抗疫付出的
人， 没有他们， 就没有现在的春暖花
开。”在上海市疾控中心，来自上海健康
医学院的新冠肺炎防控流调追踪志愿
者放下手中工作， 集中在会议室里，全
体起立默哀。志愿者金菁说：“战斗还没
有结束，我们要怀着对逝者的缅怀与敬
意，抱着‘不遗漏，不错报，搞清楚’的态
度做好追踪工作。”

在上海解放纪念馆前，一支来自宝
山机关事业单位的青年志愿者队伍来
参加悼念活动。 志愿者之一张大鹏说，

“要悼念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 也要铭
记历史， 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事情做
好，共同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祖冲之路
园区，大家集体肃立默哀，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所长助理赵强研究员说，他们将继续秉承“寻
找治疗疾病的新药，为人民解除病痛”的初心，

肩负使命，同心合力开展抗新冠病毒药物研发
工作，愿逝者安息，愿勇者常在，愿生者健康。

“这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铭记英雄、缅
怀逝者是为了更好前行。” 洋山边检站民警唐
伟杰说，“作为新时代移民管理警察，将立足国
门主阵地，严守输入最前线，落实防疫硬措施，

用生命捍卫使命，牢牢守住英雄们用牺牲换来
的胜利成果，阻断疫情输入渠道。”

鸣笛响起时， 公交 49路驾驶员龚雷正途
经人民广场。 他缓缓将汽车靠向路边并停住，

和车内乘客一同起立， 低头默哀。49路公交在
疫情期间连接起上海 15家医院， 是一条重要
且从未中断的“生命线”。“在艰难困苦中，我们
从未低头，缅怀烈士，更让我们汲取力量，坚守
岗位， 做好各项防疫工作， 保障乘客安全出
行。”龚雷说。

复产开工的厂房、车间，复市开张的商铺、

摊位，许多企业业主、员工停下手头工作，肃立，

默哀。他们表示，做好复工复产复市，努力提振
经济，是对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最好的告慰。

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内， 两位湖北籍
摊主走出交易区，面朝家乡的方向静立默哀，表
达对家乡人民的思念和逝世同胞的缅怀。 上海
蔬菜集团组织几大市场开展了悼念活动。 他们
表示，将一手牵稳市民的“菜篮子”，一手牵好农
民的“菜园子”，守好城市农副产品供应底板。

结束悼念后，雷允上药业管理总监吕宏和
同事立刻投入到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升级项目，

这个清明假期，他们将把精力全部投入到系统
的升级测试上，梳理生产、质量、仓储、采购等
相关数据。“我们沉痛悼念逝者的同时，唯有做
好本职工作，向抗疫一线源源不断地输送应急
保障药品。”

在这个特殊的清明节， 许多上海市民表
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逝去的英烈，那些
坚强的背影。愿逝者安息，而我们将继续勇毅
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