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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
博2月20日发布通报称， 公安机关
接群众举报，网民“辣笔小球”在
新浪微博发布恶意歪曲事实真
相、诋毁贬损5名卫国戍边英雄官
兵的违法言论， 造成极其恶劣的
社会影响。 目前南京警方已对仇
某某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
留。（2月21日中国新闻网）

除仇某某外， 这几天还拘留
了四川、广东、云南的几名恶意诋
毁贬损卫国戍边英雄官兵的网民。

在中印加勒万河谷对峙事件
中，5名卫国戍边官兵的英雄事迹，
令无数国人为之动容， 戍边英雄
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可歌可泣。
然而， 这几名网民却在网上发布

恶意歪曲事实， 带有诋毁性质的
违法言论， 无疑突破了道德底线
和法律红线， 也让广大人民群众
从情感上难以接受。

“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
寸”， 这是所有戍边战士的信念，
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 他们
爬冰卧雪、驻守边疆，用热血铸起
界碑， 为守护祖国的河山奉献青
春甚至生命。我们常常以“岁月静
好”来形容如今的盛世生活，但这
份静好岁月， 恰恰就是这些勇于
牺牲的人“负重前行”所换来的。
“宁可向前十步死，绝不后退半步
生！”这不是口号，这是中国军人
身上奔腾的热血， 是中国军人为
祖国恪尽职守的精神写照。 在视

死如归的战士面前， 那些恶意诋
毁者，可照见了自己人格的渺小？

2018年施行的英雄烈士保护
法，明令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
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 各地公
安机关对诋毁贬损英烈的言论，
依法予以处置； 多地检察机关对
侵害英烈名誉等问题， 也依法启
动公益诉讼。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
会会议审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十一）草案，将侮辱、诽谤英雄烈
士的行为明确规定为犯罪。 草案
规定，侮辱、诽谤英雄烈士，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
夺政治权利。 国家立法不仅仅是
为了保护英雄烈士的名誉和权

利， 也是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与前途。 如果为国尽忠都能被随
意歪曲，导致英雄流血又流泪，那
么一旦需要公民为国家和民族而
战的时候，谁还愿意站出来？

如果家国为肌体， 那么英雄
就是脊梁。 在抵御外侮的中国战
争史上， 无数的英雄用鲜血换来
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保障了领
土的完整，如今，新时代的英雄仍
然以家国为念，不惧外敌，英勇奋
战，不惜献上自己的生命。在此次
中印对峙事件中， 四名牺牲的军
人中最年轻的陈祥榕只有18岁，王
焯冉23岁、肖思远24岁，陈红军还
有4个多月就要当父亲，他们的牺
牲令人痛惜。作为回报，社会对英

雄理应尊崇和捍卫， 不能淡忘更
不能诋毁，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
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
不能没有先锋， 大好河山需要英
雄的守卫， 太平盛世需要英雄来
换取，给英雄以尊敬，社会才能出
现更多的英雄。

恶意诋毁英雄、 歪曲事实必
然会受到法律制裁，“辣笔小球”
事件也再度给那些在网上逞一时
口舌之快的人敲响警钟， 也提醒
所有人，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要
突破法律底线受到严厉制裁，同
时更要对任何蔑视、 诋毁英雄的
行径说“不”，而应该尊崇英雄、捍
卫英雄、学习英雄。

■本报评论员 张英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
月22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
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
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
览， 充分肯定探月工程特别
是嫦娥五号任务取得的成
就。 他强调， 要弘扬探月精
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勇攀科技高峰， 服务国家发
展大局， 一步一个脚印开启
星际探测新征程， 不断推进
中国航天事业创新发展，为
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出席活动。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气氛
喜庆热烈。上午10时许，习近平
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步入会
场，向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挥
手致意， 全场响起经久不息
的掌声。习近平同孙家栋、栾恩
杰等亲切交流，并同大家合影
留念。

随后， 习近平等来到人
民大会堂东大厅， 参观月球
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
听取有关月球样品、 工程建
设、技术转化、科学成果、国
际合作和后续发展等方面的
介绍。习近平不时驻足察看，
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习近平强调， 嫦娥五号

任务的圆满成功， 标志着探
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规
划圆满收官， 是发挥新型举
国体制优势攻坚克难取得的
又一重大成就， 是航天强国
建设征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对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17年来，参与
探月工程研制建设的全体人
员大力弘扬追逐梦想、 勇于
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
探月精神， 不断攀登新的科
技高峰， 可喜可贺、 令人欣
慰。 探索浩瀚宇宙是人类的
共同梦想， 要推动实施好探
月工程四期， 一步一个脚印
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 要继
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加大自主创新工作力度，统
筹谋划，再接再厉，推动中国
航天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
间应用创新发展， 积极开展
国际合作， 为增进人类福祉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实施探月工程是党中央
把握我国经济科技发展大势
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工程
自立项以来圆满完成六次探
测任务。 嫦娥五号任务作为
我国复杂度最高、 技术跨度
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于
2020年12月17日首次实现
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为
未来我国开展月球和行星探
测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新华社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日前发
布。 围绕未来怎样保障粮食和重要
农产品供给、种业翻身仗如何打、如
何谋划乡村建设等热点话题，2月
22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有关负
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
布会上做了全面解读。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对于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
讲， 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
题。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
唐仁健表示，保障粮食安全，重点是
做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我国将采
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牢牢守住18亿亩
耕地红线，还要确保15.5亿亩永久
基本农田主要种植粮食及瓜菜等
一年生的作物，并保护好、利用好
黑土地。下一步增加粮食产量根本
的出路还是要向科技要单产、要效
益，下决心打好种业翻身仗，用现
代的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来强化粮
食安全的支撑。

同时，要建立“两辅”的机制保
障，即“辅之以利、辅之以义”，完善
种粮农民补贴政策， 健全产粮大县
支持政策体系， 压实地方党委政府
在粮食安全上的义务和责任。

“这次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下一
步粮食安全要实行党政同责， 以前
主要强调的是省长负责制。”唐仁健
说， 通过这些努力来确保各省区市
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保持稳定，有
条件的还要不断提高。 保供给既要
保数量，还要考虑保多样、保质量，
要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做
深、做细、做实。

五方面举措打好种业翻身仗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如何打好

种业翻身仗广受关注。 农业农村部
副部长张桃林介绍， 中央一号文件
对打好种业翻身仗做了顶层设计
和系统部署， 涉及种质资源保护、
育种科研攻关、 种业市场管理。必
须坚持底线思维和问题导向，遵循
种业创新发展规律，破卡点、补短
板、强优势。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以
下五方面：

———种质资源要保起来。 抓紧
开展农作物和畜禽、 水产资源的调
查收集。 实施种质资源的精准鉴定
评价，建好国家种质资源库。

———自主创新要活起来。 要加
强种业核心关键技术攻关， 深入实
施农作物和畜禽育种联合攻关，有
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 同时
要加强基础性前沿性研究。

———种业企业要强起来。 要遴
选一批优势企业予以重点扶持，深
化种业“放管服”改革，促进产学研
结合、育繁推一体化，建立健全商业
化育种体系。

———要把基地水平提起来。要
发展现代化农作物制种基地，建好
国家畜禽核心育种场和水产原良
种场。

———市场环境要优起来。 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 严格品种管理和市
场监管。

健全生猪产业发展长效机制

猪肉供给和价格是老百姓关心
的问题。唐仁健说，随着新增的生
猪产能陆续兑现为猪肉产量，猪肉
市场供应最紧张的时期已经过去，
后期供需关系将越来越宽松。预计
到今年6月份前后， 生猪存栏可以
恢复到2017年正常年景的水平，下
半年生猪出栏和猪肉供应将逐步恢
复正常。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保护

生猪基础产能， 健全生猪产业平稳
有序发展长效机制。

“我们既要立足当前抓恢复，也
要着眼长远稳生产。”唐仁健表示，
农业农村部将密切监测生猪生产
发展动态，抓紧研究稳住和储备生
猪产能的具体办法，确保生猪产业
平稳发展。

谋划和实施好乡村建设行动

农村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一
个重要抓手就是谋划和实施好乡村
建设行动。 中央农办秘书局局长吴
宏耀说， 乡村建设行动要抓好规划
编制，坚持规划先行，合理确定村庄
的布局分类。

“乡村规划是乡村建设的施工
图，如果没有规划，乱搭乱建乱占就
会冒出来。”他强调，编制村庄规划
要在现有基础上展开，注重实用性。
村庄要保持乡村独特的风貌， 留住
乡情味和烟火气，防止千村一面。要
严格规范村庄的撤并， 不得违背农
民意愿，强迫农民上楼。

吴宏耀表示， 要抓好农村人居
环境的整治提升和村庄基础设施建
设。 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
点放在农村，着力推进往村覆盖、往
户延伸。 还要抓好农村公共服务的
提升，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
障等农民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持
续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乡村建设不是一窝蜂都去搞
建设，要强化统筹、突出重点，把县
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
点， 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实行县
乡村统筹， 不同层级明确不同建设
重点，实现功能衔接互补、资源统筹
配置。”吴宏耀强调，乡村建设，一定
要尊重农民的意愿， 从农村的实际
出发， 真正把好事办好、 把实事办
实。 ■据新华社

尊崇英雄，才能涌现更多英雄

习近平在会见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时强调

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
乡村建设不是一窝蜂，要强化统筹、突出重点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谈中央一号文件热点话题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消息， 执行中国空间站
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的长征
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已完成出
厂前所有研制工作， 于2月22
日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

之后，长征五号B遥二运

载火箭将与先期已运抵的天
和核心舱一起按计划开展发
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目前， 发射场设施设备
状态良好， 工程各大系统正
在有序开展各项任务准备。

■据新华社

长征五号B遥二火箭运抵文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