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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一张工资卡，凝聚着建筑

工人的汗水与辛劳，也承载着

农行佛山分行切实为群众办

实事，为基层工人护薪的社会

责任。

近日，农行惠景支行得知某

工地建筑工人群体有薪资发放

需求，由于该工地离银行网点

较远，工人流动性较大，开卡极

其不方便。为了早日让基层建

筑工人开通工资卡，安心工作，

农行惠景支行主动联系该工地

负责人，按照合规上门工作流

程，走出银行，在绵绵细雨中前

往该工地，为基层工人提供上门

批量开卡服务。

办理业务过程中，该行工

作人员详细解答了建筑工人提

出的各项业务问题和疑问，并

向他们主动普及防诈骗等金融

知识。不出工地，办卡难题得

以解决，建筑工人纷纷对农行

惠景支行暖心的上门服务表示

高度赞扬。

（招卓臻）

为建筑工人上门开卡 佛山农行暖心服务获好评

■建筑工人在办理农行工资卡。

为深刻认识党百年奋斗的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近日，中

国平安集团党委召开党委扩大

会议，平安集团董事长、党建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马明哲、平安集

团党委书记陈克祥及集团党委

委员、集团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

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要求集团全体党员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与会委

员代表纷纷表示，将团结带领

党员职工立足本职岗位，埋头

苦干、勇毅前行，在新时代建功

立业，全方位推动公司高质量

发展。

会上，马明哲作了主题发言，

发出了在新时代新征程赢得更加

伟大的胜利和荣光的号令，对平

安在新时代紧跟党和国家步伐、

实现新征程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大深远意义。

会议强调，中国平安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以客户需

求 为 导 向 ，构 建 综 合 金 融 +
HMO服务体系。未来，公司将

在继续优质高效提供多元化综

合金融服务基础上，围绕广大

客户日益增长的医疗健康服务

需要，积极发展医疗生态，大力

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综合金融+
HMO管理式医疗”模式，推动

“金融+科技”“金融+生态”战略

朝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

方向高质量发展。

（陈慧炜）

牢记初心使命 中国平安召开党委扩大会议

这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

的一次壮举，是爱国知识分子建

设西北的一次长征。

65年前，数千名交通大学

师生员工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告

别繁华的上海，来到古都西安，

在一片原野麦田中拉开了扎根

西部的序幕。西迁人的爱国奋

斗孕育出了伟大的西迁精神。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西迁精

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

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

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西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中知识分子群体爱国

奋斗的时代坐标。这一精神力

量，激励着一代代知识分子忠于

祖国人民、担当责任使命，书写

新的时代答卷。

胸怀大局：
“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
背上行囊就去哪里！”

新中国成立之初，亟待改变

国家积贫积弱的面貌。而工业

布局不合理、西部高教力量薄

弱，是横亘在国家经济建设面前

的两座“大山”。

彼时已在上海创立近一甲

子的交通大学，培养出了钱学

森、吴文俊、黄旭华等一批杰出

人才。

1955年，党中央作出决

定：交通大学从上海内迁至陕西

西安。

消息传来，振奋的情绪在交

大师生间涌动，“党让我们去哪

里，我们背上行囊就去哪里！”为

建设国家而拼搏开拓的崇高使

命，深深吸引感召着老一辈西迁

人。1956年，他们义无反顾踏

上首批西行的列车。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

奔腾的黄河长江。”87岁的西迁

老教授潘季还清楚地记得出发那

日的情景，交大人满怀着憧憬和

希望，车厢里回荡着欢快的歌声。

我国电机工业的奠基人钟兆

琳，带头西迁时已近花甲之年。

他说：“如果从个人生活条件讲，

或许留在上海有某种好处。但从

国家考虑，应当迁到西安。当初

校务委员会开会表决时，我是举

手赞成了的，知识分子决不能失

信于人，失信于西北人民！”

将瘫痪在床的妻子安顿在

上海，钟兆琳只身一人来到西

安，在他的努力下，西安交通大

学电机系成为国内第一个基础

雄厚、条件较好、规模较大、设备

较完善的电机系；

我国热力工程的先驱陈大

燮教授，处理掉上海房产，举家

西迁，临终前把毕生积蓄捐给学

校设立奖学金，以奖励优秀的研

究生……

“长安好，建设待支援，十万健

儿湖海气，吴侬软语满街喧，何必

忆江南！”1957年发表在校刊上

的这首《忆江南》，道出了西迁人奉

献青春、挥洒汗水的豪情壮志。

如今的西安交大校园，一间

间校舍、一棵棵草木，都诉说着

这一段火热的岁月——

来自四面八方的几千名工

人1年内完成了十几万平方米

的校园建设任务；前后共有200
多节火车车厢的物资运往西安，

大到仪器设备，小到一个教具，

都无一损伤；从南方运来的梧

桐、雪松等各类苗木，给黄土地

披上了绿衣……

一所大学所肩负的使命，与

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一甲子

时光荏苒，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优

秀人才在祖国的西部落地生根、

开枝散叶。

艰苦创业：
“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

交大西迁博物馆里，一张粉

色的车票，承载着那段激情燃烧

的记忆。那是1956年交大人

的西迁专列乘车证，上面印着一

句话——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

北！

迁校之初，这所麦田中的大

学是南方学子从未见过的景象：

马路不平、电灯不亮，晴天扬灰

路，雨天水泥街，毛竹搭建的草棚

大礼堂冬冷夏热、顶棚透光……

艰难困苦阻挡不了西迁拓

荒者创业创新的理想信念。至

1956年9月，包括815名教职

工、3900 余名学生在内的

6000多名交大人汇聚古都西

安，新校园也从一片麦田中拔地

而起。

1956年至 1959年交大

西迁期间，先后兴办了17个新

专业；西安校园的实验室面积

是上海老校区的 3倍，有些实

习工厂的条件和环境在当时属

于一流。以此为基础，交通大

学在西安的科研事业迅速开展

起来——

以交大为基础成立了中科

院陕西分院，西安自动化研究所

等一批研究所相继组建；产生一

大批科研成果，取得了国内科研

史上的多个第一……

64年前，18岁的陶文铨初

到西安入学报到时，交通大学

马路两边新栽的梧桐还只有手

臂粗细，如今已长成参天大

树。和梧桐树一起扎根于此的

陶文铨，也已是西安交通大学

工程热物理专业教授。这位八

旬院士坚守三尺讲台已 50余

年，他指导过的学生中，已涌现

出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江学者

等多位国家栋梁。

“在我们这代人身上，西迁

精神是潜移默化的——那时候，

看到很多老先生这么做，我们也

就这样做。”陶文铨说，自己只是

西迁大树上的一片小叶。

从能源动力科学家陈学俊、

金属材料学家周惠久，到计算机

科学家郑守淇，再到工程热物理

与能源利用学家郭烈锦……一

代代交大人薪火相传，用科学服

务祖国建设，培育了大批扎根西

部、建设地方的优秀学子，把西

迁精神播撒在黄土地上。

赓续血脉：
西迁大树根深叶茂

六十五载初心不改。深度

融入国家建设发展，如今的西安

交大已成为西部地区重要的人

才中心和科教高地。

西安以西，由西安交大建设

的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聚来一

大批世界顶级学术机构，建立了

若干国际联合实验室……

2020年4月，在陕西考察

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安交通

大学，勉励广大师生大力弘扬

“西迁精神”，抓住新时代新机

遇，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

业，在新征程上创造属于我们这

代人的历史功绩。

老一辈交大人用爱国奋斗

实践熔铸而成的西迁精神，已成

为一代代交大人用实际行动践

行青春梦想的坐标。

在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的

一间实验室里，28岁的西安交

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博士宋思

扬正和团队的师生一起做着实

验。今年毕业后，他选择留校继

续从事高精度控制技术研究工

作。

“相比于西迁前辈们在艰苦

环境中开拓科研平台，我们应该

更加珍惜今天良好的科研环境

与时代机遇，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做研究。”宋思扬说。

接续传承，不辱使命。西迁

65年来，西安交大累计为国育

才近30万人，其中一半以上在

中西部工作；培养出的51名中

国两院院士中，近一半扎根西

部。

“西迁精神已然成为交大人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精神印

记，激励一代代交大人勇担国家

使命，扎根中国大地办好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大学，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

贡献智慧和力量。”西安交大党

委书记卢建军说。

秋去冬来，西安交大内的梧

桐树开始褪去金黄，为下一个春

天积蓄力量。这些西迁而来的

梧桐树，见证了波澜壮阔的奋斗

岁月，孕育着未来的勃勃生机。

（新华社）

据新华社电 美国航天局于

美国东部时间24日发射一个任

务名为“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

（DART）”的航天器，引导它撞击

一个小型天体，以评估防御小行

星撞地球技术。这是美国航天局

第一项验证动能撞击器技术的任

务，即通过撞击小行星改变其轨

道，保卫地球不被小行星撞击。

这项任务由美国航天局交

由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

理实验室负责，将首次测试这种

驱离小行星的策略是否切合实

际：测试航天器能否自主航行到

目标小行星附近并刻意撞上去，

同时观测小行星偏离原轨道的

程度。简单来说，这是一次“有

去无回”的任务，用以证明利用

撞击策略预防小行星撞地球的

可行性。

DART任务航天器相对较

小，主体约1米见方，两侧各有

一个完全展开后长约8.5米的

太阳能板，发射时重约610千

克。DART任务航天器搭载了

约50千克重、用于航天器制动

和姿态控制的肼类推进剂，以及

约60千克用于操作离子推进技

术验证机的氙。

据美国航天局介绍，目标小

行星系统由一颗直径约780米
的小行星和一颗直径约160米
的小行星组成，后者环绕前者飞

行，也是前者的小卫星。在整体

围绕太阳公转的同时，这两颗小

行星偶尔会运行到离地球较近

的位置。其中，小卫星就是这次

试验要撞击的对象。

按计划，DART任务航天器

与火箭分离后，将飞行近一年，

定于2022年秋季，即小行星系

统距离地球最近（约1100万千

米）的时候，借助高分辨率摄像

机和自动导航系统，以每秒约

6.6千米的速度撞击小卫星。

美国航天局表示，这颗小卫星目

前并无撞地球的威胁，且DART
任务航天器与之撞击后也不会

对地球构成新的威胁，因此是理

想的小行星防御测试目标。

美国航天局表示，这次碰撞

“将使小卫星绕小行星轨道运行

速度改变1%”，进而使小卫星轨

道周期缩短几分钟，略微拉近两

颗小型天体之间的距离。地面

望远镜将在撞击前后展开观测，

对轨道变化进行详细测定。

撞击约两年后，欧洲航天局

将发射“赫拉”任务航天器，深入

研究这次撞击对小行星系统的

影响，并采集各种详细数据，比

如小行星系统的精确质量、成分

和内部结构，以及DART任务

航天器留下撞击坑的大小和形

状。这些详细数据对于如何把

小行星驱离试验转变为可扩展、

可重复的技术而言非常重要。

作为美国航天局的行星防

御战略任务之一，DART任务

将首次有机会采集到真实的小

行星撞击数据，未来可将这些数

据输入到计算机模型中，测算出

抵御一颗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

小行星需用多大体积的航天器

以及采用何种速度等。

胸怀祖国无私奉献
——西迁精神述评

NASA将首次用航天器撞击小行星

国台办：

“以台制华”
必玩火自焚

据新华社电 国台办发言人朱

凤莲2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

询表示，我们奉劝国际上任何挺台

反华势力，“以台制华”十分危险，是

在玩火，玩火者必自焚。

有记者问，近日，中方决定将中

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有台

湾学者认为，立陶宛敢挑衅一个中国

原则，主要是受背后美国的鼓动唆使

以及民进党当局的鼓动勾连，对此有

何评论？朱凤莲答问时作上述表示。

她还说，关于中国与立陶宛外

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外交部发言人

已阐明严正立场。必须指出的是，

民进党当局有关行径再次表明，其

在国际上干的勾当，无论是打着“民

主”旗号，还是以贸易合作为掩护，

实质就是兜售“两国论”等“台独”主

张，企图分裂国家。如果“台独”分

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

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针对台对外交往部门声称要加

速完成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CPTPP）工作，朱

凤莲表示，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区域

经济合作的问题，必须以一个中国

原则为前提，我们坚决反对台湾地

区参与任何有官方性质的自贸安排

或者签署有官方性质的自贸协议。

美国务院日前公布将于12月

召开的“民主峰会”，将“台湾”列入

官网。对此，朱凤莲指出，美国网站

所列的涉台称谓是错误的。我们坚

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

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这个立场是一

贯的、明确的。我们敦促美方切实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

公报规定，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多国释放石油储备
为油价降温

据新华社电 美国政府23日宣

布，将联合多个主要石油消费国释

放石油储备，以便为油价降温。目

前，已有多国表示将释放石油储备。

近期美国汽油价格已升至7年
来高位，国内对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平

抑油价的呼声不断高涨。美国白宫

23日宣布，美国能源部将从战略石

油储备中释放5000万桶原油，以缓

解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复苏时出现的

石油供需不匹配问题并降低油价。

美国能源部表示，这5000万

桶原油最早将于12月中下旬开始

投放市场。其中1800万桶已得到

国会批准，将直接销售；另外3200
万桶属于短期交换，待油价平稳后

约定于2022年至2024年归还战

略石油储备。

日本政府24日宣布，将配合美

国为平抑油价而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的行动，在不违反石油储备法的前

提下释放国家过剩石油储备。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美国

总统拜登已经宣布释放战略石油储

备。为稳定国际市场，日本一直与美

国保持合作，这次也将与美国保持步

调一致。政府决定以不违反石油储

备法的形式出售一部分国家储备石

油。他同时强调，原油价格稳定是关

乎疫后经济复苏的重要课题。

■1959年拍摄的西迁后的交通大学校园一景。（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