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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
的根，是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
党的历史见证。

赓续百年来传承的精神血
脉，老区人民坚定不移跟党走，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进征程
中，谱写了一组组铿锵的时代音
符，奏响了一曲曲激越的奋斗之
歌，构筑成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信念，矢志不渝

江西瑞金市叶坪乡华屋村后
山，17棵松树苍翠挺拔。

上世纪30年代初，华屋村17
名青年参加红军，相约栽下17棵
松树。革命途中，他们壮烈牺牲，
这些松树被称为“信念树”。

当年 24万人的瑞金，有 11.3
万人参战支前，其中有 5 万余人
为革命捐躯，牺牲在长征路上的
就达到了1.08万人。

从瑞金到延安，从鄂豫皖到陕
甘宁，从左右江到西柏坡……老区
的英雄事迹就是最好的叙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老区和
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
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这
些牺牲和贡献永远镌刻在中国共
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

革命战争年代，无论是国民
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还是日本
帝国主义的血色残暴，都挡不住
老区人民坚定不移跟党走的“红
色激流”。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便
永不熄灭。

2019年 3月 26日，革命老区
广西百色，乐业县百坭村驻村第
一书记黄文秀驻村满一年，汽车
行驶里程约2.5万公里。当天，黄
文秀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我心
中的长征。”

经过一代代人接续努力，中
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中华大

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
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8年时
间，近 1亿人脱贫，832个贫困县
全部摘帽。老区人民与全国同步
实现小康。

始于信仰，成于奋斗，归于人
民——百年党史前进的历史逻
辑，映照着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
使命，也把爱党信党、永跟党走的
坚定信念印刻在老区人民心中。

深情，融于血脉

1934 年 10 月 16 日，贵州困
牛山。100多名红军在山上阻击
追敌，但凶残的敌人裹挟老百姓
做“人盾”，步步紧逼。面前是强
敌和手无寸铁的群众，背后是悬
崖深谷，怎么办？红军战士抱定

“宁死不当俘虏，宁死不伤百姓”
的决心，纷纷砸毁枪支，集体跃身
跳下70多米高的山崖……

一次次生死相依，一次次患
难与共，在革命老区这片洒满热
血与汗水、凝聚光荣与梦想的热
土上，更能读懂什么叫情浓于血，
为何有党民一心。

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形成燎
原之势，到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
水间与日军长达 14 年的英勇斗
争；从鄂豫皖苏区“二十八年红旗
不倒”，到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气吞
万里如虎；从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
利到伟大抗疫斗争的重大战略成
果……我们党之所以能在一场场
历史大考中赢得胜利，归根结底是
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深深植根人
民、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

不能忘记，战火纷飞的岁月
里，是老区百姓的红米饭、南瓜汤
哺育了党和军队，是老区百姓的
小推车推出了淮海战役的势如破
竹，是老区百姓的小木船划出了
渡江战役的气势如虹……

“苏区政权一枝花，花根扎在
穷人家；贫苦农民有了党，红色政

权遍天下。”闽西老区流传的一首
红色歌谣，见证着党与人民的一
往情深。

党同人民一条心、军民团结
如一人，则无往不胜、无坚不摧。

梦想，奋斗以成

今年“十一”前夕，兴泉铁路
兴清段、浦梅铁路建冠段正式开
通运营，结束了福建宁化、清流，
江西宁都、石城 4 个原中央苏区
县不通铁路的历史。

山河依旧，换了人间。从当
年用木头独轮车走羊肠泥土路，
到建成国家 I 级单线电气化铁
路，苏区铁路“大团圆”映射着红
色热土的历史性跨越。

这是一条圆梦之路，也是一
条奋斗之路。无论是在革命年
代，还是在脱贫攻坚的路上，在党
的坚强领导下，老区人民总是以
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顽强斗志，
不屈不挠、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
在追梦路上砥砺前行——

“政府只能扶持我们，不能抚
养我们，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这
是井冈山神山村村民彭夏英常说
的一句话。靠着勤劳的双手，彭
夏英如今不仅脱了贫，还当选全
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荣获全国
脱贫攻坚奋进奖。

神山村这座昔日井冈山最偏
远的贫困村，也变身网红打卡乡村
旅游点。全村80％的村民参与乡
村旅游，人均年收入从4年前的不
足3000元到超过2万元，村集体经
济收入由几乎为零增至50多万元。

时光流转，不朽的是奋斗精
神；重整行装，需要的是锲而不舍。

历史已经写就，历史正在创
造，历史还将见证：在党的坚强领
导下，阔步行进于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老区，锚定
目标、开拓进取，必将创造新的辉
煌！ （新华社）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全部既定任务

空间站机械臂
怎样助航天员 爱党信党 鱼水情深

——老区精神述评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11 月 8日 1时 16分，经过
约 6.5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
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密切协作，
圆满完成出舱活动全部既定任
务，航天员翟志刚、航天员王亚
平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
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出舱活动中，由航天
科技集团五院抓总研制的空间
站核心舱机械臂再次闪亮登
场，托举航天员到达指定位置
开展出舱操作，顺利完成了机
械臂级联装置的安装工作，为
后续实现擎天巨臂的组合打下
扎实基础。

地球上最富有的人、特斯拉
公司 CEO 马斯克最近连续制造
热点，最新的是在社交媒体上发
起“粉丝”投票。这事很值得关
注，因为反映了他与拜登之间的

“战争”。
拜登上台后，紧锣密鼓地推

进他的“重建更美计划”，整个计
划需要政府投资高达 4 万多亿美
元。钱从哪里来？拜登政府的一
个思路是要征收亿万富豪税。

这 个 思 路 有 一 定 的 社 会 基
础。今年 6 月份美国独立非盈利
新闻机构“为了公众”（ProPublic）
通过对美国国税局（IRS）记录的
研究，发现贝索斯、马斯克和布隆
伯格等超级富豪非常善于利用避
税手段，在过去几年缴纳税收很
少，真实税率只有 3.4%。富豪们
缴纳税收少的一个原因是，按照

目前美国税制，没有出售的股票、
房地产增值等，都不用纳税。

为弥补这个漏洞，由民主党
籍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和罗伊·
怀登等人提出的税改方案上月底
公布，其中有一项规定对资产超
过 10 亿美元或收入连续三年超
过 1 亿 美 元 的 亿 万 富 豪 提 高 税
率，而且规定类似股票这样的财
产，无论卖还是不卖，都必须纳
税。美联社的报道说，受这项规
定影响的人不到 800 人，但因为
他们超级富有，所以如果规定得
到实施，联邦政府可在 10 年内增
加 2000 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此方案一出，部分富豪就指责
其“荒唐”“愚蠢”。一些支持富豪的
共和党人士也反对，认为富豪们创
造财富、创造工作机会，才是让美国
伟大的基础，而政府只知道花钱。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富豪都
反对亿万富翁税，美联社报道说，

索罗斯和巴菲特等人就支持征收
超级富豪税。

马斯克呢，他的财富主要来自
他持有的股票，他自称个人交税只
能靠卖股票。11月6日，他在推特
上说，“我提议卖掉我持有的特斯
拉股票的 10％。你支持吗？”向
6000多万“粉丝”发起投票，还承诺
会根据投票结果作出决定。

今年6月30日的数据显示，马斯
克大约持有1.705亿股特斯拉股票。
根据11月5日收市时的股价，其中
10％的股票市值约为210亿美元。

网民也很快给了回应。截至
11 月 7 日，约 350 万网民投票显
示，57.9%的人说他应该卖股票纳
税，42.1%的人说不用。

马斯克还没有回应。不过从
这个过程可以看出，马斯克制造
这些热点，背后实际上是他所代
表的富豪和拜登代表的民主党人
之间的理念之争，即富豪应不应

该缴纳更多的税，回报社会是靠
市场还是靠政府政策调节。

《纽约时报》11 月 5 日的一篇
文章还提出另一个观点。该文认
为，马斯克等科技亿万富翁们和
抱有“靠市场不靠政府”理念的传
统保守派还不同，他们可以称作

“外星资本主义”。这些富豪们对
科技很着迷，他们感觉自己的财
富和技术，已经可以把青少年时
期阅读的科幻小说变成现实。他
们认为科技公司在改变工作的未
来、连接全人类、让世界变得更美
好、拯救整个星球。相比之下，拜
登这些老政客们还在用传统的手
段，试图解决面临的社会问题。

当然，马斯克们的观点受到
很多人的追捧。不过在目前这个
阶段，相信大多数美国人还是觉
得，在科技拯救地球之前，先要解
决科技带来的巨大的财富不均和
社会不公的问题吧。

拜登与马斯克的“战争”
羊城晚报国际评论员 钱克锦美国《今日美国报》和萨福克

大学7日发布的联合民意调查结果
显示，民主党籍总统约瑟夫·拜登
所获支持率已经跌至38％，近三分
之二调查对象不希望看到拜登角
逐2024年总统选举。

《今日美国报》和萨福克大学
3日至 5日电话调查1000人。拜
登 1月 20日入主白宫以来，民意
支持率罕有跌破 40％之时。最
新民调结果给备战明年国会改
选、即中期选举的民主党再次敲
响警钟。

联合民调还显示，46％的调查
对象认为拜登在总统任上表现低于
他们的预期，64％的调查对象不希
望拜登寻求连任。此外，58％的调
查对象不希望唐纳德·特朗普作为共
和党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

这项民调误差率为正负 3.1
个百分点。

（新华社）

拜登支持率
跌破40％

外媒
观察

11 月 7 日
在 北 京 航 天
飞 行 控 制 中
心 拍 摄 的 神
舟 十 三 号 航
天员翟志刚、
王 亚 平 同 时
在 舱 外 操 作
的场景

新华社发

空间站机械臂：我
国航天事业发展新领域

空间站机械臂是我国航天
事业发展的新领域之一，融合了
机、电、热、控制、光学等多个专
业，这也更加凸显了双臂组合转
接件的研制难度。随着我国空
间站建设顺利推进，双臂组合转
接件将帮助两个形态截然不同
的机械臂完成转接，保证组合机
械臂具备承载更大载荷进行大
范围转移的能力。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作为空间
站机械臂的抓总研制单位，在关
键技术、原材料选用、制造工艺、
适应空间站环境的长寿命设计等
方面做出突破和创新，不断向世
界展示着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大臂＋小臂”
四两拨千斤

此 次 出 舱 活 动 的“ 主
角”——机械臂级联装置由双臂

组合转接件和悬挂装置组成，是
空间站机械臂实现组合动作的
关键装备，凝结着五院空间站研
制队伍的智慧和汗水。其中，双
臂组合转接件更是被空间站型
号研制人员形象地比喻为“宇宙
级机械臂转接头”。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
机械臂飞控负责人高升介绍，空
间站机械臂由核心舱机械臂（大
臂）和“问天”实验舱机械臂（小
臂）组成。按照空间站关键技术
验证阶段的任务规划，实验舱机
械臂将随“问天”实验舱一起发
射入轨，并将在太空中与核心舱
机械臂完成“大小臂在轨组合”
的亮眼操作，而实现组合的关键
装置就是双臂组合转接件。由
于长度为 10米的核心舱机械臂
和长度为 5 米的实验舱机械臂

“体型”差异较大，因此端口设计
也有较大差别。

如何做好两个机械臂的对
接，完成适应性强、操作难度更
大的任务，对研制团队是一个巨
大的创新难题。为此，五院研制

团队一次次开展方案论证，一轮
轮进行设计优化，将小小的“宇
宙级机械臂转接头”从创意变成
了“四两拨千斤”的科技神器。
它不仅有助于完成两个机械臂
的接口互连，更实现了两者间电
气和信息的互通，在太空环境中
安全打通两个机械臂之间的“任
督二脉”。

未来空间站机械
臂可“长”达14.5米

在安装过程中，首先安装在
核心舱舱壁上的悬挂装置带有
巧妙的抱爪结构，用于捕获和
存放双臂组合转接件，并为它
提供供电保证。完成悬挂装置
安装后，航天员轻推双臂组合
转接件进入卡口位置，悬挂装
置在指令的遥控下，通过抱爪结
构准确地将转接件抓住，并将其

“拥入怀中”。
双臂组合转接件和悬挂装

置 的 关 系 好 比“ 刀 剑 ”与“ 刀
鞘”。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

站机械臂悬挂装置主管设计师
高翔宇介绍，未来，当两个空间
站机械臂开展对接工作时，核
心舱机械臂（大臂）将主动探向
双臂组合转接件，通过末端视
觉相机识别靶标，将其从悬挂
装置上精准取出，进而完成与

“问天”实验舱机械臂的组合，
形成更长、更稳定的灵巧型空
间机器人。

届时，空间站机械臂可达范
围直接拓展为14.5 米，活动范围
可直接覆盖空间站三个舱段，随
时可实现对空间站舱体表面的
巡检。同时，机械臂在组合对接
状态下完成在轨任务后，又要重
新分为大小机械臂两个部分，此
时 双 臂 组 合 转 接 件 自 然 是 收

“刀”入“鞘”，由核心舱机械臂主
动将双臂组合转接件重新放回
悬挂装置中。

据悉，空间站机械臂后续将
通过双臂组合转接件实现两个
机械臂的组装，进而完成高难
度、更加多样化的任务目标。

（新华社）

一臂之力

日本新增新冠确诊和死亡病例
数近期大幅下降，疫情明显趋缓。
8日起，日本放宽入境限制，有条件

允许外国留学生、短期商务人士等
外籍人士入境，但观光游客未列入
此次放宽入境限制范围内。（新华）

美国8日放宽入境限制，允许
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的外国旅客
乘坐国际航班或通过水陆口岸入
境。这一举措预计将带来大批赴美
旅客，尤其是来自欧洲的旅客。

不过，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
毒株仍然肆虐，欧洲疫情严峻，
多国新增新冠病例数创新高，防
控形势不容乐观。

8 日起，美国政府允许完成
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使用认证
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的外国旅客乘
坐国际航班入境，但要求成年旅
客出示完成疫苗接种证明和出发
前 72 小时内新冠病毒检测阴性
证明。

同时，美国政府允许完成疫苗
全程接种的旅客从加拿大和墨西

哥通过水陆口岸入境，进行探亲、
访友或旅游等“非必要”活动，入境
时须出示完成疫苗接种证明。

相关业界预计，美国放松国
际旅行限制后，将有大批旅客从
欧洲飞赴美国。

8日，不少旅客从英国伦敦、
法国巴黎等欧洲城市出发，乘坐
航班前往美国。维珍航空首席执
行官沙伊·韦斯说，两个航班均
满员，而随着感恩节等冬季节假
日来临，预计今后数周客流量持
续保持高位。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
处本月 4 日发布警告说，区域内
50余国的新冠疫情令人担忧，欧
洲地区已再度成为新冠疫情“震
中”。 郜婕（新华社特稿）

日本疫情趋缓 放宽入境限制

美国放宽入境限制
大批旅客从疫情“震中”赶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