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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晨莹

“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
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
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
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
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科学概
括了伟大抗疫精神，深刻阐明了伟大
抗疫精神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

“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放在第一位!”短短两三个月时间，
包括湖北在内的绝大多数省份实现
确诊病例和新增病例“双清零”，7 万
多名患者治愈出院，迅速扭转了疫情
快速蔓延的严峻局面，以较高的治愈
率和较低的病亡率创造了抗击重大
传染病的“中国奇迹”。不放弃任何一

个生命，有一线希望就付出百分之百
的努力，这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的生动写照。

“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
源、集中救治”，彰显了我国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正因为给予患者
最及时、最全面的、最优质的治疗方
案和医疗资源，解收治之困、救生命
之急、破阻隔之难，战“疫”的困局步
步扭转、节节胜利。我省支援湖北医
疗队的 1502 名医疗队员在湖北战场
创下无数个“第一时间”，在“全国一
盘棋”的战疫格局中贡献出湖南力
量。在疫情发展各个阶段，全国一盘
棋、上下一条心，中国制度彰显巨大
优势，中国行动成为世界标杆。

越是斗争严峻，越能考验初心使
命；越是急难险重，越能触摸到“信仰
的真谛”。“五级书记打头阵，自有猛

士守三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生死
鏖战中，先锋的力量处处彰显，鲜红
的党旗高高飘扬。全省18万余个基层
党组织、390 多万名党员在筑牢疫情
防线中迎难而上，在推动复工复产中
积极作为，彰显责任担当之勇、科学
防控之智、统筹兼顾之谋、组织实施
之能，交出了一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
检验的答卷。

“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
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
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新冠
肺炎疫情来源不明、变化多端，必
须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较
早开展康复者血浆治疗、干细胞治
疗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利用信息化
手段开展远程会诊，探索患者出院
后健康服务管理……我省 99.6%的
治愈率，成为全国首个确诊病例千

例以上清零的省份，离不开“科学防
治、精准施策”。

在全球疫情大考面前，惟有团结
一心、通力合作，才能战胜病毒和疫
情，共享康宁与繁荣。中国抗疫艰难
之初，有来自非洲朋友的温暖慰问，
有来自世界各国的雪中送炭；全球抗
疫关键之时，湖南抗疫医疗专家飞赴
津巴布韦和赤道几内亚，倾囊相授湖
南实践与中国经验。国际社会看到了
唇齿相依、守望相助的世界，更看到
了负责担当、立己达人的中国。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
春朝。”致敬伟大抗疫精神，就是致敬
从未被苦难驯服的我们，就是致敬不
畏险阻、英勇斗争，就是致敬从我做
起、躬身践行，从而把这股精神的力
量转化为攻坚克难的澎湃动能，不断
开创新的历史伟业。

马涤明

近日，山东省教育厅发布《山东省中小
学教师减负清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
不得硬性要求中小学教师关注与教育教学
无关的微信公众号或通过网络投票、点赞、
答题、知识竞赛、推广宣传等方式开展与教
育无关的活动，不得在工作群、政务APP上
滥发通知、随意安排工作任务，不得要求教
师随时回复工作群信息等。

相关规定一旦实施，教师的一系列重
负将得到减释，这一文件不啻是为教师献
上了一份实在的“厚礼”。说起教师负担，是
典型的“形式主义害死人”。仅从这份“教师减
负清单”不难看出，教师承担了多少既与职责
关系不大，也无其他实际价值的“工作”，比如
重复上报、多头填写的报表，满足“面子工程”
的各种迎检迎评，以及无聊的点赞和网络投
票任务……一级一级布置下来的各种“任务”
不能懈怠，教学工作还“不能受影响”，如此承
负状态，岂不让人身心疲惫。

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随时回复工作群
信息”。如果“随时回复”是以考核推行，漏
掉关键信息甚至回复慢了就可能面临考核
扣分，必然是人人“为群所累”。更“要命”的
是，现在几乎都是一人身兼多个“群员”角
色，学校里除了“校群”，通常还有“年级
群”，教学群比如“物理组群”“语文组群”

等，如果因临时性工作比如迎检迎评、“创
城”等活动再设置“工作小组群”等，“群”中
之人，无异于“职业群员”。

工作群越多，“回复”负担也越重，如果
很多“群”都有“随时回复”的硬命令，什么
样的人都会患上“工作群恐惧症”——整日
里担心漏读重要信息，担心不能及时回复，
结果是，“诚惶诚恐”成为工作常态。事实
上，需要大家随时回复的“重要信息”不可
能太多，不可能天天有时时有，更多时候，

“随时回复”恐怕是某些管理者检验个人
“权威”的需要，本质是官僚主义。

这份文件引发关注，不仅因为处于教
师节这样的特殊节点，更因为，包括“随时
回复”在内的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也
是很多人共同的烦恼。相信这个问题在机
关事业单位里更能引起共鸣。近年来，不
断有机关人员特别是基层干部反映“为工
作群所累”的问题：被拉进十几个群，结果
是手机一天到晚响个不停。开会时，主持
会议的领导不许看手机，但“群领导”却要
求“随时回复”，令基层干部分身无术，叫苦
不迭。

说到底，“工作群负担”的本质是一种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不管是教育系
统，还是其他领域，只有将反对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推向深入、进行到底，才能从根本上
彻底实现各种减负目标。

吴睿鸫

9月7日，昆明市两位盲人行走
300米盲道遇30多处障碍，树坑、矮
桩、电杆，这些盲人出行的“大敌”，
在他们膝盖上留下多处伤痕。对
此，昆明市残联回应称，他们已联
系到两位盲人并致歉。残联也将这
一问题反映给了城管、住建等相关
部门，要求其尽快整改。

无独有偶，就在几天前，内蒙
古赤峰市民在一处新修路段上，发
现一段约150米的盲道被铺设成直
角多弯。由此可见，盲道乱象确实
在一些地方普遍存在，不能仅以个
例视之。

盲道设计不合理、室内盲道与
室外盲道之间铺设不连续、只有
行进盲道没有提示盲道、障碍物
侵 占 盲 道 …… 盲 道 之 所 以 问 题
多多，一方面是很多人的认知不
到 位 ，总 觉 得 修 盲 道 属 于“ 例 行
公 事 ”，是 摆 设 ，实 际 用 场 并 不
大 ，有 能 力 的 情 况 下 就 做 好 一
点，反之就“将就”一下；另一方
面，存在无障碍建设的监管不到
位。早在 2012 年，住建部就发布

了《无障碍设计规范》，明确了道
路、广场、绿地、居住区等场所的
无 障 碍 设 施 建 设 标 准 。但《无 障
碍设计规范》的大部分内容并不
带有强制性，而且公共建筑与城
市道路投入使用前的验收环节，
也 普 遍 缺 少 针 对 无 障 碍 建 设 的
验收考察。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共有 1731
万视力残疾人士，这是一个不小的
数字。盲道不是摆设，是他们实实
在在的需要。修路必须带盲道，但
铺设盲道绝不能只是做样子走过
场。“盲道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盲
人”，如果盲人朋友都不敢走盲道，
那将是城市治理的悲哀。

对于残疾群体的人文关怀，不
能停留在纸上。职能部门，需从事
先设计规划、事中事后监管宣传维
护等制度层面持续发力。“设计者
不妨蒙上眼睛在自己设计的盲道
上走一走”，这虽是一句戏谑，但其
中也蕴含着朴素的道理——盲道
设计和管理就该真正站在盲人的
角度。对于占据、破坏盲道的行为，
要进行严厉惩处，让国家法律法规
长出“利齿”来。

夏熊飞

日前，福建某中学学生曝光了班主任
组织学生送礼一事：老师首先在班级群里
发布送礼投票，设置“同意”及“不同意”两
个选项，但无论如何选，最终都被要求送
礼。学生提出质疑后，班主任以不懂得感恩
为由，要求学生转班。之后，涉事中学回应
称，该校对违反师德师风行为零容忍，涉事
老师已被撤职处理。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一直被用来形容教师群体的无私奉献，绝
大多数教师也一直以教书育人为己任，成
就无数桃李满天下的佳话。如此神圣职业
群体的节日，“送礼”之事上了热搜，不能不
说是种悲哀。

早在2014年，国家就发布《严禁教师违
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
定》，针对少数教师利用职务之便而设立 6
条“红线”。没想到，现在竟然还有老师“强
令”学生送礼。从报道中不难发现，这位老
师知道让学生送礼是不对的。因此，她设置

选项，名义上是学生自己选择的结果。一旦
学生反对送礼，就要给学生“穿小鞋”了，以
不懂感恩为由，要求学生转班。如此行为，
其师德值得怀疑。

教师节来临，学生、班委出于自愿，给
任课老师送点礼物，诸如鲜花、卡片等本无
可厚非。可一旦是教师自行索要，甚至是强
令学生送礼，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虽然不是
每所学校都存在要求学生送礼的情况，也
不是每名教师都会霸道地强令学生送礼，
但相关送礼的情形在很多学校中不同程度
存在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

如何刹住这股歪风？教师群体首先要
爱惜自己的羽毛，守住为人师表的底线。
其次，将师德败坏的老师清除出老师队伍
也是当务之急，让师德师风管理制度化，
从上至下严格执行和管理、严厉惩罚，让
不收礼、不索礼成为教师不敢触碰的红
线。最后，学生、家长要敢于说不，这一事
件中那位学生的勇敢曝光，导致强令送礼
的老师被撤职，就是“邪不胜正”的最好
明证。

为教师减负，就是实在的“厚礼”

“强令”学生送礼，歪风不可长

致敬从未被苦难驯服的我们

盲道不该是
城市治理的“盲点”

新闻漫画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近
日，有家长为了解决儿童“光盘难”，
要求孩子在餐前背诗，背完方可进
食。餐饮节约要从儿童抓起，但光餐
前背诗是不管用的。

在家挑食不愿吃饭、在校小卖
部零食管饱是许多小学生的日常，
挑食、节约意识不强和饭菜不可口

都是小学生不愿吃校园餐的主要原
因，这也造成了校园餐的极大浪费。

对于家长和学校而言，培养孩
子良好的用餐习惯和节约意识，加
强合理营养和均衡膳食教育，以及
提供适量、好吃的饭菜，都是杜绝儿
童餐饮浪费、帮助儿童“光盘”的良
方。 图/文 王成喜

培养节约意识不能只靠背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