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在铅山县现代

农业示范园区上饶市兴田

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厂

区内， 员工正在挑选咸鸭

蛋。据悉，该企业是一家集

养殖、生产、加工、销售为

一体的现代生态农业示范

企业，生产的咸鸭蛋、松花

蛋、 卤蛋等产品受市场青

睐，带动

3000

余户农户增

收，实现户均年增收超

1.2

万元。 丁铭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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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政治安全是

国家安全的根本？

2010

年

12

月， 突尼斯多地爆发大

规模反政府示威， 大批民众涌上街头，

最终迫使时任总统本·阿里下台。 所谓

“ 阿拉伯之春” 的动荡浪潮随即席卷中

东、北非地区

10

多个国家，多国政权垮

台，个中原因非常复杂，政治安全脆弱、

极易受到外部势力操纵与颠覆是一个

重要因素。 今天，“ 阿拉伯之春”早已变

成“ 阿拉伯之冬”，不但没有带来民众所

希望的“ 民主自由”， 反而导致主权割

裂、社会失序、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铁

一般的事实告诉我们，政治安全是国家

安全的根本，离开了政治安全，国家安

全就无从谈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安全涉及

国家主权、政权、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稳

固，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需求，是一切

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 一个国家

对外不能独立自主， 内部政治动荡，就

不可能维护自身利益，就不可能实现长

远发展。 政治安全的核心是政权安全和

制度安全。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

会主义国家，维护政治安全最根本的就

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

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只有坚定

不移地维护政治安全，才能更好地保障

国家利益，实现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

久安和人民安居乐业。 政治安全攸关党

和国家生死存亡。 在国家安全这一肌体

中，政治安全是心脏，心脏停止了跳动，

再强壮的肌体也会失去生机。 自新中国

成立以来，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就处在

敌对势力的封锁、遏制之下，社会主义

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制度的

较量始终未曾停歇。 直到现在，各种敌

对势力也从来没有停止对我国实施西

化、分化战略，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共

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颠

覆破坏活动，始终企图在我国策划“ 颜

色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警醒全党：“ 如

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 颜色革命’那

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

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

会主义制度？ ”在政治安全这个根本性

问题上，我们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

慎，时刻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

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绝不能有任何

含糊和动摇。

政治安全是人民安居乐业的根本

保障。 维护政治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

本利益所在， 没有政治安全这块基石，

人民的美好生活就如同空中楼阁。 一路

走来，我们从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到稳

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国

家行列，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

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成功

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应变

局、斗疫情，有效应对了危害人民群众

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 这其中最重

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建立了人民当家作

主的政权和根本政治制度，确立了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为实现人民利

益、维护人民安全提供了根本前提和持

续保障。

政治安全决定和影响着国家的经

济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等各个领

域的安全。 国家安全是由多个领域安全

共同组成的， 不同领域的安全相互联

系、相互影响，具有传导效应和联动效

应。 其中政治安全是核心，起决定性作

用，规定和制约着其他领域的安全。 没

有政治安全的保障，其他领域的安全就

无从谈起，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最终也

要反映到维护政治安全上来。 必须从维

护政治安全的高度谋划和推进各领域

国家安全工作，把维护政治安全作为应

对各领域安全风险挑战的首要任务，充

分发挥其在协调各领域安全中的抓手

作用。

“ 明者防祸于未萌 ，智者图患于将

来。 ”当前，我国社会政治大局总体稳

定， 但政治安全面临的形势十分复杂，

维护政治安全的任务十分艰巨。 我们必

须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始终坚持中国

共产党领导，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 始终绷紧意识形态这根弦，不

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不断

提高防范和抵御政治风险的能力，牢牢

掌握维护政治安全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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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增强忧患意

识、防范风险挑战，尤其要高

度警惕“黑天鹅”和“灰犀牛”

事件？

近些年来，从互联网泡沫破灭到波

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从埃博拉病毒暴发

到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蔓延，人类社会

发展面临的各种风险显著增加。 其中，

既有小概率高风险的“ 黑天鹅”，也有大

概率高风险的“ 灰犀牛”。 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 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

要高度警惕‘ 黑天鹅 ’事件 ，也要防范

‘ 灰犀牛’事件”，“ 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

概率事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的底线”。 这一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

识和防范风险挑战的战略自觉。

“ 于安思危，于治忧乱。 ”忧患意识

是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

文化基因，也是融入中国共产党精神血

脉的政治品质。 我们党生于忧患、成长

于忧患、壮大于忧患。 百年来，我们党所

经历的困难与风险世所罕见。 其中有危

难之际的绝处逢生，有挫折之后的毅然

奋起，有失误之后的拨乱反正，有磨难

面前的百折不挠，正是一代代中国共产

党人心存忧患、肩扛重担，才团结带领

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

1945

年，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讲

“ 准备吃亏” 时一口气列了

17

条困难，

强调在看到光明的同时，更要准备迎接

困难，“ 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

的政策”。 邓小平同志也指出：“ 我们要

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

准备好对策。 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

险，天也不会塌下来。 ”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要“ 安

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

力，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

斗争。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

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既要看到我国

发展总体态势是好的， 我们完全有基

础、有条件、有能力取得新的伟大胜利，

也要看到我国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复杂环境，诸多矛盾问题叠加、风险挑

战凸显。 这些风险挑战是多方面的，有

的来自国内，有的来自国际，有的来自

经济社会领域，有的来自自然界。 特别

是要看到，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

显，各种矛盾风险挑战源、各类矛盾风

险挑战点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有时“ 黑

天鹅”、“ 灰犀牛”还会联袂而至。 如果我

们防范不及、应对不力，就会导致各种

风险传导、叠加、演变、升级，国家安全

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进程就可能迟滞或被迫中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前进的道路不可

能一帆风顺，越是前景光明，越是要增

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全面认识

和有力应对一些重大风险挑战。 ”必须

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着力破解各种

矛盾和问题，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

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

增强忧患意识， 做到居安思危，是

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 在一

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我

国发展，必须坚持底线思维，从最坏处

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把困难估计得

更充分一些，把解决问题的措施想得更

周到一些， 把各项工作做得更扎实一

些，争取最好的结果。 坚持系统观念，统

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

识，提高风险化解能力，注重堵漏洞、强

弱项，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善于在

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建立

健全风险研判、防控协同、防范化解机

制，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冲击。

知识链接

“ 黑天鹅”事件

“黑天鹅”事件是指难以预测，

但突然发生时会引起连锁反应、带

来巨大负面影响的小概率事件。 它

存在于自然、经济 、政治等各个领

域，具有发生概率很小 、高度不可

预测性、一旦发生会带来严重后果

等特征。 “黑天鹅”事件虽然属于偶

然事件，但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导致

系统性风险，产生严重后果。

“ 灰犀牛”事件

“灰犀牛”事件主要指明显的、

高概率的却又屡屡被人忽视、最终

有可能酿成大危机的事件。 此类事

件在社会各个领域都会出现，发酵

之前往往不被重视 ， 或者被当作

一种正常的现象来认可或接受 ，

以致错失了最好的处理或控制风

险的时机 ， 最后可能导致极其严

重的后果。

“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 防范风险

挑战，一刻都不能松懈，一丝都不能疏

忽。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必须

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敢于出

击，迎难而上，坚决驯服“ 灰犀牛”，全面

防范“ 黑天鹅”，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

风险挑战，朝着我们确立的伟大目标奋

勇前进。

（原载于

2021

年

9

月

14

日 《 人

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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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情 防 控 知 识

千 秋 伟 业 强 基 石

———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 这是党中

央的明确要求。 当前国内疫情防控正处于 “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的关键时期和吃劲阶段， 经济发展也面临新

的下行压力， 越是复杂形势越要落实好中央政治局会议

强调的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要求。

坚决把疫情防住， 才能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当前疫情形势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远没有到可以松口

气、 歇歇脚的时候 ， 必须毫不动摇坚持 “动态清零 ”

总方针 。 确保经济发展基本盘稳定 ， 才能为抗疫情 、

稳民生、 保安全等各项工作提供坚实基础。 当前， 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要进一步在 “高效” 二字

上下功夫。

高效统筹， 必须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水平。 要坚持从

实际出发、 按规律办事、 精准科学施策， 根据病毒变异

和传播的新特点， 不断调整和优化疫情防控举措， 最大

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高效统筹， 必须各方面形成政策合力。 当前一系列

稳市场主体、 保粮食能源安全、 稳就业保民生、 保通畅

保运转、 稳外贸扩内需等政策举措接连出台， 既利当下

也利长远。 但也要看到眼下在畅通交通物流和稳定产业

链供应链方面仍存在堵点卡点， 关键要把中央各项政策

抓实抓细， 加强统筹协调， 要劲往一处使形成稳增长合

力， 确保深化改革开放不停步， 为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

大局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坚持就是胜利。 相信随着相关政策措施加速落地，

我们完全有能力筑牢疫情防控安全防线， 守住人民生命

健康红线， 锚定高质量发展蓄力前行， 赢得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新华社记者 谢希瑶 严赋憬）

5

月

12

日，国际护士节，早上

7

时

50

分，

7

岁小朋友

李逸诺在父亲李杨陪同下手捧鲜花来到玉山县麦可将大

酒店医学隔离留观点， 请工作人员将鲜花转交给他的妈

妈陈子慧。 今年

32

岁陈子慧是玉山县中医院护士，作为

第一批报名“ 请战”的护士，她与留观点其他三名护士已

经连续工作了近

2

个月。 完成这个工作周期加上之后的

隔离，起码要

3

个月后才能与儿子见面。

12

日又是忙碌的一天，陈子慧她们早上

6

时起床 ，

从

8

时到

21

时，每隔

3

个小时要核对采集核酸检测人次

数、留观点累计人数、密接人数、次密接人数、中高风险地

区人数、留观已用床位数等数据，及时更新资料。

陈子慧说，她和另外三位护士，每天不仅要时刻留意

留观人员身体和情绪状况， 还要及时整理当天的留观报

告，汇报隔离点的情况。“ 虽然辛苦，但一想到肩上担负使

命，觉得所有付出都很值得。 ” （ 王耀忠 朱恬怡 ）

留 观 点 的 护 士 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