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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直面风险挑战、勇于担当负责、
积极主动作为，最能看出一名党员干部
的党性和能力。近日，湖南省委组织部、
省财政厅、省人社厅联合下发《进一步激
励关爱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的若干措
施》，综合采取提拔晋升、考核奖励、工作
保障、走访慰问、表彰宣传等措施，激励
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勇于担当、奋勇向前，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

助力基层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就
是要充分发掘典型，形成担当作为良好
氛围。《措施》中强调，把防控一线作为淬
炼干部、检验干部、识别干部、选拔干部
的重要阵地。对在防控一线表现突出、符
合党员条件的入党积极分子，可不受本
单位发展党员指导性计划等限制及时发
展入党；对经受考验、表现优秀的村（社
区）后备力量和青年人才，优先纳入
2021年村（社区）“两委”换届推荐人选；

对表现突出、符合条件的乡镇（街道）工
作人员、村（社区）干部，在选拔（比选）乡
镇（街道）领导班子成员、招录乡镇（街
道）公务员和招聘乡镇（街道）事业编制
人员时，优先选拔、录（聘）用。

助力基层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就是
要加大对战“疫”一线党员干部的关心关
爱，及时传递党委政府的温暖。《措施》中
明确，对家庭存在实际困难、感染确诊或
隔离观察的防控一线工作人员及时进行
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后顾之忧，传递党组
织的关怀温暖；党费主要用于支持和慰问
战斗在疫情防控斗争第一线的基层党员
干部和医务工作者；统筹安排防控一线工
作人员轮休调休，对较长时间超负荷工作
的人员要强制休息，对因参加疫情防控未
能休假的人员要及时安排补休。

助力基层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就
是要强化各项措施保障，确保各方力量
尽锐出战。《措施》中指出，按照国家和省

里已出台的规定，不折不扣落实好疫情
防治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统筹考虑村
（社区）参加一线防控的工作人员，给予
适当补助；优先保障防控一线工作人员
所需口罩、防护服、消毒用品等防控物
资；要为敢抓敢管、敢于担当的防控一线
工作人员撑腰鼓劲，对其工作中出现的
失误和受到的举报反映，应及时调查核
实，加大容错纠错、澄清保护力度。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工作会议，以及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总结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强调，要“保持
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奋斗姿态和越是
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越是艰险越向
前，彰显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
湖南省出台的《措施》给冲锋在战“疫”一
线的同志凝神聚气，我们更应该保持战
略定力，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
概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斗争精神来迎
接这场疫情大考。

“硬核”措施助战“疫”大考
李缘凝

（一）
来不及摸摸父母的白发
来不及亲亲稚儿的脸颊
来不及告别，或拥抱
怕看到你们担心的眼神，就迈不动前行的步履
谁不想在此时此刻，给家人温暖的陪伴
可是，战争已经打响
一纸请战书，一篇与夫书
有一群人，在归家的人潮中逆行
为了万家灯火的安宁，奔赴没有硝烟的战场
哪怕前路是深渊，哪怕前路有艰险

（二）
英雄这个词，有点遥远
拉着我的手和死神赛跑的人，身影或者还有些许的柔弱
挑起重担的肩膀，也不是那么厚实
他们，被称之为“白衣天使”，被称之为人民的“守护神”
可我知道，他们，都只是普通的血肉之躯
病毒，一样也会侵蚀他们的躯体
他们，也只是别人家的
父亲、母亲，或者儿子、女儿
他们用肉身筑起的防“疫”墙

（三）
这一群人
他们有的是党员，有的不是
有的是公职人员，有的是志愿者
如果非要问他们的名字
他们的名字叫责任
他们的名字叫担当
他们的名字叫奉献
（石小幺，本名赵春芳，邵阳市作家协会会员，邵东市作家

协会理事）

有 一 群 人
石小幺

春天来了
疫情却还在撕掠人心
窘困的心灵向往明媚的阳光
阻隔的民众
在为一座城市牵肠挂肚

一域起灾情
九州伸援手
当万物还在沉睡里
有一群逆行者顶着风寒
在咳嗽和发热的阵痛中集结
穿行在危机四伏的江汉

用行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
信心是疗疾的良药
把关切之情融入文字
用饱满的真情鼓舞抗疫的

士气
用良知唤醒希望
用爱心声援抗击行动
因为梦想的种子
总会在春天里发芽
因为人间的大爱
必将换来国泰民安

2020，春天里的歌吟
陈建湘

2020年2月4日，立春
疫情依然
我与办公室窗台上的一盆绿萝
对视了一番

绿萝是常绿植物
好静，喜阴，闭门不出
有水喝就够了
它的花语是守望幸福
和它顽强的生命一样

立春后的风就叫春风
吃力地翻过窗户
窗外升旗台的五星红旗
英姿飒爽

我仰望天空
发自内心地抚摸着绿萝的叶子
这应该是最真诚的握手
（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

省诗歌学会会员）

最真诚的握手
钟石山

姑娘，我记住了你的这张脸
——稚嫩的，青春绽放的脸

这几天，你的微笑
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也走进了我的梦里

那天，在电视上看到
记者采访你时，当你脱下防护服
取下口罩的那一刻
你一脸的淡然与沉着
我却情绪彻底失控

看到你鼻梁和脸上
被口罩勒出的一道道伤痕
看到你那干裂的嘴唇

看到你满头的汗水
看到你疲惫的身躯
……
我眼中噙满的泪水，如决堤的海

姑娘，你还只有21岁
21岁的你，这么懂事
这么有担当，明知疫情汹汹
你毅然决然地请缨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啊

姑娘，你有着和我女儿一样的名字
差不多的身高
我也和你母亲一样心疼你，时常为

你担心
但更多的是——为你骄傲
国难当头，人人有责
你，真不愧是中华好儿女

我哭了
你却一直在微笑

“你笑起来，真好看
像春天的花一样……”
（伍雪梅，新邵县人，语文高级教师，

文学爱好者）

你的微笑
伍雪梅

2020年的春节，一场突如其
来的疫情侵袭神州大地。为了防止
疫情扩散，为了全国人民的身体健
康，医学专家和医疗队的“白衣天
使”们日夜奋战在抗疫第一线。

我的父母多年前去世了，岳
父母的家便成了我自己的家。从大
年初二开始，我就一直呆在岳父母
家里。村里的广播每天都在说，为
了防控病毒扩散，严禁一切车辆通
行。村里封路了，村与村、组与组、
院落和院落之间互相隔离，不串
门、不聚会、不聚餐，红白喜事不设
宴，取消一切外出活动！所以今年
的春节，注定是宅在家里的春节。

我蜗居在家里，所有的亲朋
都不相见、不聚会，就宅在家里陪
岳父母和孩子们聊天。当然也在微
信聊天，在各文学群闲聊，天天如
此。妻子见我天天就拿手机看微
信，没干一点家务活，就对我说，老
袁，可惜你不能干，不会炒菜煮饭。
你妹夫会炒菜，厨艺好。我一听，立
即说，不是我吹牛，你的丈夫“上得
厅堂，下得厨房”。妻子一听，笑道，
那好，今天中午由你去搞饭菜，不
用我操心了，每餐都是我和妈弄饭
菜，现在交给你这个能干的女婿，
让你岳母尝尝你的厨艺。我一听，
才知道妻子是用激将法，我中了她
的“套”。其实我对炒菜煮饭从来都

不闻不问的，自从娶了妻子后，我
已二十多年没亲自煮饭炒菜了。不
过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不得不放下手机，走到厨房，奏响
了锅碗瓢盆交响曲。

忙碌了两个多小时，累得我
满头大汗，终于弄好了热气腾腾
饭菜。口味嘛，自我感觉良好。妻
子一个劲地夸我饭菜做得好，并
说下一顿的饭菜还由我去弄。我
一听，急忙说，我就只弄这一餐，
因为我要去看书，还要去写散文，
文联和作协的老师要我写一篇抗
疫情类的文章都还没动笔呢！妻
子笑着说，我知道你是偷懒，不想
做饭菜，好吧，你去看你的圣贤
书，写你的“狗屁文章”，饭菜还是
我来弄吧。我笑了，大家都笑了。

天天宅在家里，岳父有点不
习惯，他有次偷偷溜到村集市场
上去，被我们“抓”了回来，还被我
妻子训了一顿。我是女婿，是不敢
训他的。妻子还开玩笑说，微信群
里和朋友圈都在发信息，说呆在
家里，睡在床上，不出门，就是对
抗疫作大贡献。大家听后，又都忍
不住笑了。

希望我们尽快取得抗“疫”战
争的全面胜利，期待中华大地处
处春暖花开！

（袁胜利，邵阳市作协会员）

宅在家里的春节
袁胜利

据人民教育出版社消息，为保证中
小学生“停课不停学”，人教社将2020年
春季开学即将使用的义务教育教科书、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普通高中
教科书、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等出版物的电子版公布在网上，供广大
教师在家备课、网络教学和学生自主学
习等使用。接下来，各学科教师用书、中
等职业教材、特殊教育教材的部分电子
版也将免费发布。（2月10日中国新闻网）

元宵已过，按惯例，学校本应早已开
学。可今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令国人
猝不及防，打乱了常规。师生们只能尽可
能地宅在家里，避免与外界接触，减少感
染，但学生的学习是不能耽误的。为保障

学生在家学习，教育部提出充分利用互
联网技术，让“停课不停学、不停教”落在
实处。在这个特殊时期，“互联网+教育”
因其突破时空的特性，成为代替传统课
堂教学，实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
可学的首要途径，确保“停课不停学”。

现在，人教社将2020年春季开学即将
使用的教科书以电子版形式公布在网上，
供广大教师在家备课、网络教学和学生自
主学习等使用。笔者一得知这一消息就在
网上寻找到相关链接，并立即转发到学校
教师群和本班学生群里，并请家长督促学
生在完成寒假作业的基础上，预习教材，等
待老师的网上教学。消息一出，立马引来家
长的踊跃点赞，并迅速响应号召：一般家庭

的父母就点开手机上的链接，督促学生学
习；条件好点家庭的家长甚至还把教材打
印出来，与学生一起学习。由此看来，教育
部在网上免费公布教材的电子版，确是雪
中送炭之举，为确保“停课不停学、不停教”
提供物质基础，值得大力支持和点赞。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如今有了教材，坚
持“停课不停学、不停教”，并非是鼓励教学
抢赶进度，提早完成教学任务。对于学校来
说，各校线上教学进度要比线下班级教学
进度适当放慢。每节课教授时间要适当缩
短：小学宜20分钟左右，中学宜30分钟左
右，每节课要留出一定的预习和练习时间。

对家长来说，疫情对孩子学习会造成
影响，但也不必过于焦虑，切忌人为地给
孩子施加过多的压力。而应把孩子身心健
康放在第一位，科学适度地安排孩子学
习、生活和锻炼，使其健康愉快地成长。

（林日新，武冈市湾头镇人，中学高
级语文教师，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为“停课不停学”雪中送炭
林日新

出征（剪纸） 李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