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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或许生命的真正意

义不在于躯体，而在于精神，精

神一旦有所寄托，生命便会蓬蓬

勃勃。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历

程，有幸参与变革中的中国当代

精神世界的建设和发展，参与中

国人带有现代性的理性世界和

感情世界的重建，应该说，有着

鲜明的时代特色，同时，也具有

深远的历史意义。 （A4版）

伟大时代缔造伟大事业

凝人心开展服务
聚全力筑牢防线

本期
导读

新闻
提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上下万众一

心，共抗疫情。广大文艺工作者也纷纷行动，

围绕防疫抗疫主题创作了一批饱含深情的文

艺作品，从音乐到舞蹈，从漫画到诗歌，从剪

纸到书法……他们以作品为战胜疫情呐喊助威，输送“精神

食粮”，凝聚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精神力量。

近日，记者采访了三位文艺工作者，聆听他们的故事，

感受文艺作品创作背后的爱和力量。

战疫情，文艺界在行动——

凝聚共克时艰的精神力量
本报记者 漆世平

逆行天使，胜利回家
——援鄂医疗队首批离汉返程侧记

新华社北京 3 月
17 日电（记 者 施雨
岑）国务院教育督导

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发

出通知，对 2020 年义

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

落实情况督导作出具

体安排。

通知明确，此次

督导主要围绕2020年

底前实现义务教育教

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

均工资收入水平的总

体目标，重点考察各

地近三年来推进总体

目标落实情况、相关

部门建立保障义务教

育阶段教师工资收入

长效机制情况、建立

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

入随当地公务员工资

收入动态调整机制情

况等内容。

通知指出，督导

分地方自查和国家督

导两个阶段。2020 年

3月至 7月，各地对照

督导内容逐项开展全

面自查；9 月至 10 月，国务院教育督

导委员会办公室将组织教育部、财政

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组

成联合督导组，通过听取汇报、查阅

材料、实地督查、暗访等方式进行实

地督导。

通知说，督导结束后，将对问题

比较严重的省、市、县进行问责。

四川倡导
绿色文明祭扫理念

本报讯（记者 赵青 实习记者 李

林晅）在 2020 年清明节即将到来之

际，为回应广大群众的清明节祭扫诉

求，四川省民政厅下发通知，要求具备

条件的地区有限有序开放实地祭扫服

务。各地民政部门根据疫情防控情况，

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指导

辖区内殡葬服务机构有序推进和加强

清明节祭扫服务管理，并倡导各地积

极开展“仁孝四川·绿色殡葬·平安清

明”主题公益宣传活动，不断引导公众

树立绿色文明祭扫新理念。

通知称，中、高风险地区大力推行

线上绿色祭奠。在殡葬服务机构暂缓

开放实地祭扫服务的情况下，四川民

政厅依托“仁孝四川绿色祭奠平台”开

发了手机服务端，群众可通过四川省

民政厅官网扫描“清明祭奠”二维码、

“四川民政发布”微信公众号点击“清

明祭奠”菜单或微信搜索用户名“仁孝

四川绿色祭奠”，进入“仁孝四川绿色

祭奠”微信小程序，选择“申请网上纪

念馆”，为逝者创建纪念馆和拜祭、献

花、寄语、悼念等，通过网上祭奠平台

寄托哀思。低风险地区有实地祭扫需

求的群众，可提前进行预约，登记人

数、扫墓时间、车辆数等信息。据悉，部

分公墓管理单位还可以提供代理祭

扫、远程视频祭扫等服务。

“灾难降年关，谁敢横刀立

马前，我们的白衣天使，艰辛战

斗在第一线……”近日，中国音

乐家协会会员、川籍歌手、词曲

唱作人李书伟作曲并演唱的公

益歌曲《逆行者》走红网络，悠扬

的旋律、深情的演唱受到网友

点赞。

疫情期间，李书伟跟很多人

一样，每天都“宅”在家里，通过

电视机、手机了解疫情的最新进

展。看着前期不断攀升的确诊病

例数字，他的内心非常着急。“我

是一名退伍军人，随时待命准备

再上战场。”作为一名音乐人、歌

手，一名中共党员，李书伟说：

“我不能再等了，一定要做点什

么，履行自己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承诺。”

1月 27日，当歌曲《逆行者》

的词作者陈家甫邀请他作曲时，

李书伟欣然应允。

看完《逆行者》歌词的那一

刻，一种想要奔赴前线的冲动在

李书伟内心燃起，眼泪打湿了眼

眶，灵感随着深情的歌词喷薄而

出，他将脑海中浮现的曲调记录

下来，不知疲倦地创作到凌晨四

五点钟。作曲工作完成后，李书

伟马不停蹄地在总策划于勇等

人的协助下录音、录制MV，“我

希望通过自己的歌声传递给一

线医务工作者力量，告诉他们我

们时刻跟他们战斗在一起。”李

书伟告诉记者。

“在抗击疫情的战役中，用

音符来书写‘逆行者’的故事，用

歌曲带给一线工作者精神力量，

用作品彰显我们中国人平凡又

伟大的精神，是我作为一名音乐

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李书伟介

绍，他还作词、作曲，并演唱了另

一首抗疫歌曲《都是为了你》，这

几天又开始录制新歌《钢铁脊

梁》，他将这三首歌称为“抗疫三

部曲”。

除了创作歌曲，李书伟还携

手巴商总会和传奇爱心团队为

湖北一线捐款1000余万元。“我

坚信如果大家都献出自己的一

份爱，没有什么困难是我们战胜

不了的。”李书伟说。

17日上午，武汉天河机场T3航

站楼出发大厅门口早早聚集了一批

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电子屏幕上，红

底金色的大字交替闪烁：“感恩白衣

天使”“湖北感谢你们”。

根据统一安排，17 日当天共有

首批49支援鄂医疗队、共计3787人

通过民航、铁路、公路等多种交通方

式离汉返程。

10 时许，随着海南援鄂医疗队

队员走下大巴，在场的人民警察挺

直身体、庄严敬礼。志愿者挥舞手中

的国旗，齐声高喊：“感谢海南，向您

致敬！”向即将乘机返回的“白衣战

士”们表达着湖北人民、武汉人民发

自肺腑的感激之情。

“风雨与共 守望相助 携手奋战

感谢有您”“你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

人”“武汉人民永远铭记您”……一

幅幅标语寄托深情，一声声感谢饱

含厚谊。

在这场荡气回肠的湖北保卫

战、武汉保卫战中，全国人民同舟共

济、八方来援，共有 346 支医疗队、

4.26万人悬壶入荆楚、白衣做战袍，

投入这场与时间竞速、与病魔赛跑

的紧张战斗中。

经过艰苦努力，湖北新冠肺炎

疫情形势好转。经批准，援鄂医疗队

开始有序撤回。

手拿登机牌，来自海南省海口市

第三人民医院的薛婧向笔者讲起了

在江汉方舱医院与疫情搏斗的故事。

2月 4日来武汉时，她曾悄悄地

在自己电脑里留下一封“遗书”。“当

时疫情形势复杂，我们做好了一切

准备。我们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信

任和期待，这段援鄂经历，必将成为

我们生命中刻骨铭心的难忘记忆。”

12时许，天河机场 38号登机口

处，138位天津援鄂医疗队队员陆续

登机，即将乘坐厦门航空 MF8766

航班踏上归家的旅途。机场工作人

员反复说道：“感谢你们，祝你们一

路平安，再见！”

“湖北人民总说感谢我们，其实

我们更要感谢湖北人民。”山东援鄂

医疗队队员、沂南县人民医院急诊

科主治医师赵晓利说，没有湖北人

民、武汉人民的牺牲、坚守和奉献，

就没有如今的形势好转局面。“现在

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希望留下坚

守的医护同仁们继续努力，我们回

去后也会继续为家乡的疫情防控尽

一份力量。”

依依不舍的心情，患难与共的

岁月。一个多月的紧张战斗中，援鄂

医疗队员已和湖北人民结下了深厚

的情谊——

当海南援鄂医疗队从驻地酒店出

发时，附近的居民们纷纷在阳台上挥

手致意，高喊“感谢你们”“一路平安”；

一名在武汉客厅方舱成功治愈

的患者得知山东援鄂医疗队即将撤

离，赶在出发前给当时护理她的济

南市第一人民医院护士长王春霞送

来锦旗；

湖北机场集团为每一名返程的

医护人员准备了一张精美的援鄂抗

疫纪念登机牌，航班是“胜利号”，目

的地是“美丽故乡”，登机口是“凯旋

门”，舱位是“功勋舱”；

……

每一个航班登机前，国家卫生

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都

要拿着扩音器，向医护人员们表示

感谢，叮嘱他们回去后保重身体、再

建新功。

“看着他们平平安安地来、平平

安安地回，我想这不仅是我们，也是

老百姓最大的心愿。”焦雅辉眼眶里

泪水在打转。

疫情仍未终结，战斗还在继续。

当前，湖北仍有确诊病例 8000 多

例，其中重症病例 2000 多例。笔者

了解到，全国援鄂医疗队伍中，尚有

救治任务的医疗队暂不撤回，承担

急危重症抢救任务的最后撤回。

“希望还在武汉坚守的医护人

员，保护好自己，继续加油治疗患

者。”新疆克拉玛依市独山子人民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科护士刘珍珍说：

“再见，英雄的城市！加油，英雄的人

民！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新华社 林晖 乐文婉 胡浩）

“我们虽不能在一线战斗，但

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能用自己

擅长的舞蹈表达对一线抗疫工作

者的感激，用舞蹈丰富大家的

‘宅’家文化生活。”在疫情面前，

四川省舞蹈家协会会员，四川省

作家协会会员，成都市武侯区舞

蹈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秘书长阿

依卓也倾力以自己的作品为奋战

在一线的抗疫工作者鼓气，为

“宅”在家的广大民众带去慰藉。

3月初的一个晚上，阿依卓在

微信朋友圈听到了抗疫公益歌曲

《我们心在一起》，被这首歌曲所

感动。经过辗转咨询，她联系到了

创作者孙涌智，并在孙涌智的支

持下，将歌曲转发到武侯区舞蹈

家协会的微信群，发起以舞抗疫

MV视频制作的活动。于是，一首

传播爱与能量的歌曲在武侯区舞

蹈家协会的舞友间转发，大家纷

纷报名参与，希望通过舞蹈的演

绎，为一线防疫人员和全民抗疫

加油鼓气。

作为活动策划人，阿依卓在

家反复听歌曲《我们心在一起》，

先是确定了创意，再是对舞蹈的

编排、视频的实施步骤等进行详

细的策划和组织安排。舞蹈的每

一个动作阿依卓都仔细揣摩，根

据歌词进行编排。她还不忘叮嘱

舞友，需在确保自己防疫安全的

情况下，因地制宜、力所能及地完

成表演视频传输、影像合成等相

关工作。在阿依卓、毕丹、唐雅晴、

王雪等 14位舞友的共同努力下，

3 月 10 日，以舞抗疫 MV 视频作

品制作完成。

“一名舞者，要通过作品表达

自己想表达的情感，其实并不简

单。”正如阿依卓所言，为了更完美

的呈现、更流畅的表达，在作品录

制的过程中，大家一遍又一遍地重

复，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那一段表

现得更加完美，他们用自己的肢体

语言将歌词和音乐旋律所表达的

情感表现出来，将对一线防疫人员

的感恩之情，将心系武汉为同胞加

油鼓劲的热切之情，抒发在了舞姿

的变换和延展的指尖之上。

如李书伟、徐子超、阿依卓一

样，广大文艺工作者用乐的旋律、

舞的动作、画的色彩、诗的语言向

“逆行者”致敬，记录全民战疫的

感人故事，传递疫情防控的信心

力量，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理念，让人们在守望相助中看到

了战疫胜利的曙光。

“疫情期间请主动配合量体

温！”“疫情期间勤通风！”“众志成

城必胜病毒！”……一组诙谐幽默

的三国卡通人物形象最近在“文

明甘肃”官方抖音号上“火”了，转

发给父母、朋友，提个醒，比千言

万语更直观有力。

记者了解到，这组由甘肃省

文明办出品，由徐子超、尚竑、李

金龙创作的“三国”系列疫情防控

主题漫画发布仅 1 天，“文明甘

肃”官方抖音号的浏览量就达到

了17.4万次。

目前，疫情防控工作已取得

积极进展，各行各业正加紧复工

复产，但防控依然不能松劲。作为

甘肃省美术家协会连环画插画装

帧艺委会（以下简称“艺委会”）会

员的兰州大学艺术学院数字媒体

专业教师徐子超也想为战胜疫情

做点什么，他说：“我虽不是医务

工作者，不能冲到疫情一线，但也

想尽专业所长，为战胜疫情出一

份力。”

2 月 27 日，当徐子超在艺委

会微信群看见关于征集“文明生

活”《甘肃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绘画作品的通知后，立即与兰州

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艺委会”会

员尚竑和北京的电影分镜头画师

李金龙商议，打算将老百姓耳熟

能详的桃园结义、水淹七军、三顾

茅庐等三国经典故事，与疫情防

控的重点要点以及诙谐幽默的三

国卡通人物形象相结合，创作“三

国”系列疫情防控主题漫画，排解

大家在疫情期间的焦虑感，让受

众在会心一笑的同时，潜移默化

地接受科学、文明、卫生的疫情防

控知识和理念。

确定好创作方向之后，三人

便分工合作，尚竑负责草稿构思，

李金龙负责线条勾勒，徐子超则

负责给漫画上色、排版……在创

作过程中三人总是反复论证、仔

细推敲，每一幅漫画都要花上近2

天的时间才能制作完成，三人一

共创作了《单骑救主》《三顾茅庐》

《三英战吕布》等10幅漫画作品。

除了参与创作“三国”系列疫

情防控主题漫画，徐子超还创作

了《中国必胜》《雄关的守护》两幅

抗击疫情主题的海报。“在这样的

特殊时期，文艺作品不仅可以起

到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还

可以引人思考、抚慰心灵。”徐子

超告诉记者。

为抗疫加油鼓劲

为疫情防控做宣传

向“逆行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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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疫情防控工作启动以来，

青海省广泛动员全省各地新时

代 文 明 实 践 中 心（站 、所）充 分

发挥作用，在有关部门的统一指

挥调度下积极开展“疫情防控、

我在行动”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积

极贡献。 （B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