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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友网络过招，兵马隔空厮杀。
“加油中国”2020年中国体育彩票全
国象棋业余棋王赛网络赛激战正酣，
3月比赛报名人数超过12万人次，线
上参赛人数超过 11 万人次，截至目
前，线上参赛总人数超40万人次。经
过多轮对决，3 月决赛积分榜火热出
炉，共有164名棋手上榜。

“当头炮！马来跳……”线上烽
火四起，线下“棋”乐融融。比赛中，
看不见对手，摸不着棋子，对于棋友
们来说，既新鲜又有挑战。

“下象棋是我的爱好，因为疫情
宅在家里，网络比赛为我的生活增添
了很多乐趣。”江苏省无锡市棋友黄
建锋在3月比拼中，以总对局5盘，场
均分3.00分的成绩，位居积分榜第4
名，还获得了10元话费。

比赛中，有几盘对局让黄建锋印
象深刻：“对手棋艺犀利，进攻速度
快，招招都很精湛，我想冲进年度赛，
还需再接再厉。”黄建锋是一位网络

作家，他已发布了20余篇与机械工程
相关的论文。接下来，他想写关于象
棋的文章，也想写助力象棋发展的中
国体育彩票，黄建锋说：“体彩来之于
民，用之于民。我身边的公共体育健
身器械大多是体彩捐建的，到处能感
受到体彩的公益温暖。”

“网络赛打破了时空界限，没有
对手坐在眼前，手边也没有棋钟，坐
在家里与全国各地的棋手切磋，对局
之余，还能在线向王天一、郑惟桐等
专业棋手学习象棋布局和攻防战术，
这样的活动实在太好了。”来自河北
省衡水市的棋友李永前向笔者介绍：

“我是通过公益体彩微信公众号的推
送得知比赛信息的，平时除了购买体
彩，我也喜欢参加体彩组织的运动和
活动来助力公益。”

时而托腮沉思，眉头紧蹙；时而
眼疾手快，招招紧逼……自报名参加
体彩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网络赛以
来，安徽省安庆市棋友张传平总是正

襟危坐，屏气凝神，对于象棋有着痴
迷般的热爱。张传平在由中国体育
彩票助力的第二届和第四届全国象
棋业余棋王赛中，均获得安庆市预选
赛冠军。

张传平是安庆市的象棋教练，
主要教 5 岁至 16 岁的学生象棋文化
及下棋技巧。“这次比赛面向的群体
广泛，我的学生也有参赛的，对弈中
遇到了很多高手，想取胜有一定难
度，不过比赛的过程中，我学习总结
了很多新颖的下棋技巧，准备和学
生们一起分享。”张传平感慨：“由中
国体育彩票助力的象棋比赛越来越
多，体彩一直进行象棋运动的推广
和普及工作，希望有体彩助力，象棋
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更加璀
璨。”

自 1994 年全国统一发行以来，
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积极响应“健康
中国”发展战略，大力支持全民健
身。为进一步弘扬象棋文化，发挥

象棋服务群众的积极作用，由国家
体育总局棋牌中心、国家体彩中心、
中国象棋协会共同主办的全国象棋
业余棋王赛网络赛,在疫情防控期
间丰富了广大象棋爱好者的精神文
化生活。

本次比赛面向全国象棋爱好者，
网络赛赛制为周海选赛、周决赛、月
决赛以及年度总决赛。同时，比赛分
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组别，水平
相近的爱好者可以相互切磋。每月
第一至第三周进行周海选赛及周决
赛，月决赛在当月最后一周举行。比
赛全程在天天象棋 APP 和小程序上
进行，年度决赛将于11月举行。

“加油中国”2020 年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网络赛4月积
分赛即将开启，棋友们将继续身临

“棋”境，厮杀于楚河汉界。体彩将与
热爱象棋、热爱公益的你不见不散。

（石 涛）

近段时间，由娄底市体彩分中心携手
娄底电视台综合频道联合打造的《体彩时
空 助力开学 我是健身小达人》电视栏目
板块，在娄底的孩子们中掀起了一阵居家
锻炼的小高潮，“你跟着跳了吗？”成了娄底
中小学生一种全新的问候方式。

据了解，《体彩时空》栏目开播于2018
年，于每日黄金时段播出，一周五次。栏目
日常以宣传体彩社会责任与社会形象、报
道各类体彩新闻、普及各彩种玩法为主，并
实时发布各彩种开奖信息，目前已成为广
大娄底购彩者日常收视清单里不可或缺的
一道“主菜”。

本次推出的《体彩时空 助力开学 我
是健身小达人》栏目，是为了改善众多中小
学生因疫情宅家学习缺乏锻炼的情况，确
保孩子们居家学习锻炼两不误而联合当地
权威媒体打造的一档公益、服务类栏目。
节目以明快的色调，节奏感强烈的伴奏，配
以老师轻快、易于跟练的有氧运动，吸引了
众多“宅”在家里的中小学生关注。截至目
前，已推出五期，跟练学生突破万人。

中国体育彩票一直遵循着“来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为建设负责任、可
信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而努
力。 （唐仲元）

体彩象棋业余棋王赛网络赛激战正酣
娄底体彩打造居家锻炼栏目，服务当地中小学生

《体彩时
空 助力开学
我是健身小达
人》栏目镜头。

新华社武汉4月7日电 为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落实中央应对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部署，7 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指导组组长孙春兰再次召
开会议，研究部署 4 月 8 日解除
离汉通道管控后各项工作，督
促疫情防控各项举措落实，并
率中央指导组前往车站、商场、
超市、饭店等，考察疫情防控情
况。

孙春兰强调，要坚持底线思
维，强化辖区、行业部门、单位、
家庭个人四方责任，实化细化各
项防控工作，要广而告之，让广
大群众知晓相关政策，继续保持
防控思想不放松、防控标准不降
低，确保万无一失。

在武汉火车站和傅家坡长
途汽车站，孙春兰现场了解体验
旅客扫码、测温、安检等进站流
程，详细询问消毒消杀和应急处
置等工作安排。她强调，要关口
前移守住输出端安全，车站、机
场等要提前做好预案，精准防
控，避免出现人群拥挤和聚集，
加强客运站场和交通工具的通
风、消杀工作。要把握节奏，有序
安排好人员流动规模，将离汉人
员情况及时通知输入地，严格从
出发到抵达的健康监测管理，绝
不能出现任何漏洞。

孙春兰来到中商广场购物
中心、中商超市和湖锦酒楼，考
察防控措施落实和商品供应配
送等情况，叮嘱疫情防控丝毫不
能大意，安全防护和自我管理不
能放松，确保人员不扎堆、不聚
集。商超、饭店等市场主体
要严格体温检测、人流控
制、安全距离等防控措
施，消除可能存在的
风险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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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指导组：

未来的人们将一再确认，这是人类编
年史上壮丽的76天。

从2020年1月23日起，在全国人民坚
强支持下，英雄的武汉“封城”76 天后，将
于 4 月 8 日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人们
可凭湖北健康码“绿码”安全有序流动。

（一）

我们心里知道，4月8日的太阳在武汉
三镇升起时，许多战友亲朋将不再醒来。
他们将在我们心底长眠。这个清明节，14
亿人同时为自己的英雄和同胞举哀。这是
一个战役阶段的结束，其名称叫作胜利，
其前方叫作新的战斗。

我们从不讳言牺牲，因为牺牲赋予
民 族 的 胜 利 以 光 荣 ；正 如 我 们 不 会 避
谈胜利，因为胜利为我们的牺牲加冕。
4 月 8 日，江面升起的第一缕阳光献给
他 们 ，推 开 家 门 的 第 一 眼 凝 望 投 向 他
们，驶出城市的第一声汽笛赠予他们。
为 了 这 一 天 的 这 一 刻 ，他 们 永 远 安 息
在了武汉。

我们的记忆不会淡薄。因为他们，从
此我们最放肆的欢乐也有了严肃的成分。
他们属于自己的家庭，是丈夫属于妻子，
是父母属于儿女，是子孙属于先人。同时
他们也将永远属于我们，属于中国，属于
世界。

（二）

正月十五、二月十五、三月十五，黄鹤
楼上三次月圆，我们的人民是如何走过来
的，这将成为人们一次又一次重读的传奇，
1100万武汉人每个人都讲述不尽的传奇。

有人说，4月8日武汉醒来了。其实，武
汉从来没有睡过。作为疫情阻击战的最前
线，每一个武汉人都是战士。他们枕戈待
旦，马上续残梦，马嘶时复惊。

见证近百年沧桑的武汉大钟楼，长1.7
米的钟针，在直径 4 米的钟面上旋转了
1824 圈。为世界人民赢得的时间，是 1000
多万人一小时一小时的忍耐换来的。

病毒不睡觉，所以白衣战士醒着。据不
完全统计，武汉有超过100家餐厅、300家酒
店协同，保障一线医护人员。美团、饿了么、
盒马、飞猪等平台不打烊，确保供给。1月27
日至3月27日，美团为17家医院及医疗队
送出9万多份餐品，3月8日这天给雷神山
医院的国家中医医疗队女医生准备了100
多份茶饮和100多份汉堡。登上《时代》周刊
封面美团小哥，微笑在14亿人心中。

垃圾大幅增长，清运工保洁员醒着。
园区、楼宇、电梯睡了，消毒工作者醒着。
任何地方需要疏通管道、维修路面时，水
电工管道工醒着。

文学史说，现代社会不再产生英雄史

诗。武汉说：“不然！”

（三）

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武汉是一座
中国的城市；14 亿人拥有武汉，武汉也拥
有14亿人。

76 天里，逆行者成为最美的风景。中
央号令、举国动员，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340多支医疗队、4.2万名白衣战士汇聚主
战场。最盼离别时，最怕离别时。

风樯动，龟蛇静。英雄们开始踏上归
途。从老骥伏枥的老钟 Sir钟南山院士，到
小钟Sir钟鸣医生，心永远留在了武汉。

有人说，中国总是被他们最勇敢的人保
护得很好。事实上，在集体记忆深处，中国人
民也在心中永远铭记着自己的民族英雄。

中国没有孤城，武汉从来不是孤城。
960 万平方公里，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
幼，每一条街巷和每一所楼宇，既是武汉
保卫战的大后方，也是全民阻击战的无形
前线。从每一位村支书的大喇叭到每一个
人的朋友圈，人们放弃春节团聚，同病毒、
谣言、坏习惯作战。

从立春到惊蛰，从雨水到清明，76 天
我们一起走过。这场战斗没有局外人，每
一个中国人都在参战。据不完全统计，疫
情期间，全国近400人牺牲在工作岗位上。

武汉必胜，湖北必胜，因为中国必胜。

（四）

“出生在战争中的孩子们是怎样长大
的？”很多聪慧的孩子都曾经问过。

现在他们知道了。这个春节，没有游
戏，没有庙会，没有走亲戚，甚至没有了孩
子最喜欢的户外。在这场不期而遇的总体
战中，他们以小小年纪经历了磨炼。童年
的忧患将成为人生宝贵的财富。在这个变
动不居、瞬息万变的世界上，这段经历将
成为未来生活的一方磐石。

我们将无法回到过去了。寂静而激烈
的战斗，已经将我们改变。有的亲人永诀，
有的战士倒下，将无尽的思念留给这个春
天。但他们不允许我们消沉。他们以牺牲为
世界赢得时间，而世界仍在与病毒鏖战。

从罗马到贝尔格莱德，从巴黎到伦
敦，中国人民率先投入的世界之战仍在进
行中。打不倒的武汉告诉世人，保卫人类
的伟大斗争不会一劳永逸。胜利来自坚
守，光荣属于牺牲，只要坚持团结，不畏艰
难，就一定能够捍卫我们的未来。

就在武汉“封城”的第一个月，湖北省
妇幼保健院2207个新生儿降生了，最高一
天接生108个新生儿。

他们就是我们必须捍卫也一定能够
捍卫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给坚守以希望，还牺牲以光荣
——写在武汉解封前夕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新华时评

“解封”不代表“解防”
新华社记者 梁建强

封控 70 多天后，江城武汉即将按下
“重启键”。4月 8日零时起，武汉市将解除
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有序恢复对外交
通。作为疫情防控主战场，武汉“解封”之
际，必须明确的是：“解封”不代表“解防”，
零增长不代表零风险，打开城门不代表打
开家门。

当前，以武汉市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
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疫情防控已初步呈
现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
的态势。在此背景下，武汉市有序恢复对
外交通，是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
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客观需要，这也对全国
疫情防控大局具有标志性意义。

为了有效阻断疫情的蔓延，自1月23日
起，武汉市暂时关闭离汉通道，武汉人民作出
了巨大的奉献和牺牲。成绩来之不易，更要倍
加珍惜，并不断巩固和拓展。管控措施的解
除，绝不意味着疫情防控工作的放松。

时下，国内外疫情形势仍然复杂严

峻，对这一点必须有清醒认识。近期，武汉
及国内许多地区，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实现零增长，但零增长并不代表零风险。
应该看到：湖北和武汉医疗救治、社区防
控和后续工作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其他地
区人员流动和聚集增加带来疫情反弹风
险依然存在；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复阳患
者等出现，同样给疫情防控带来潜在风
险。尤其是，国际疫情快速蔓延，输入性风
险压力增加。

备豫不虞。越是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
期，越不能有“歇歇脚”“松松劲”的放松心
理。加强疫情防控必须慎终如始，对疫情
的警惕性不能降低，防控要求不能降低。
只有继续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
才能避免让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持续向
好形势发生逆转。

武汉打开城门，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警
报解除，并不意味着疫情防控措施的放
松。打开城门之际，更要看紧看好家门、公
共场合之门。一方面，社区的“四必”原则
要继续牢牢坚持：身份必问、体温必测、信

息必录、口罩必戴。另一方面，也要继续严
格社区防控，统筹安排好常态化防控力
量，同时加强公共场所防控，将各项防控
措施落实、落细。在出入城市人员增多之
际，还要落实好联防联控的要求，实现机
场、铁路、交通、商务、卫健等部门无缝衔
接，进一步夯实管控责任。

近日，湖北、武汉连续召开会议，强调
要以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高
度负责的态度，慎终如始抓好疫情防控，
切实做好解除离汉通道管控有关工作，做
到“科学精准、‘防’‘放’并举、安全有序、
确保稳定”。随着各项部署逐渐明确，抓好
落实尤为重要，也尤为关键。

“大流动”之际，还要统筹做好“大防
控”。武汉“解封”，对于各人员流入地而
言，相应的对接工作也要及时做好部署安
排——既要一视同仁落实好相应的防控
要求，又要带着更多的真诚、善意与敬意，

“搭把手、拉一把”，为来自武汉、湖北的返
岗复工人员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新华社武汉4月7日电）

“4月8日零时武汉市将要打开
离汉通道，这标志着封控管理76天
的武汉就要打开城门。”武汉市政协
主席、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副指
挥长胡曙光7日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我们应该让全社会和广大市民
都知道，零新增不等于零风险，‘解
封’通道不等于解除防疫。疫情防控
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4月7日，不少市民来到武汉大学中
南医院体检中心体检，为复工做准备。

新华社发

武
汉
﹃
重
启
﹄

武汉交警发布出行提示
4月8日武汉解除离汉通道管控

武汉将于4月8日解除离汉通道管控。8日开往湖北省外的首趟始发列车是7点06分从武汉站始发开往南宁东的G431次列车。该趟列车将从武汉动车段开出。图为4月7日，
在武汉动车段，列车停靠在存车线上（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武汉交警大数据预测，8日当天，
高速公路将迎出城车辆高峰，一直
持续至15日左右回落。

随着复工复产企业增加，近半
个月武汉在途车辆数增加近40万
辆，最高峰达到124万辆，已恢复
至关闭离汉通道前的50%左右。

预计 4月 8日后将达 180 万
辆，届时进、出城高速通道交通流
量可能出现大幅增长。

根据湖北省、武汉市两级防疫
指挥部统一部署，自4月8日零时
起，武汉市将撤除75个离汉通道
管控卡点。

同时，恢复15个主要治安（交
通）检查站常态功能，针对可能影
响疫情防控工作、治安交通秩序的
车辆、人员，相关
人员将进行检查
抽查。

制图/张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