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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北岸，
美丽济阳就在这济水之边；
万家灯火阑珊，
正是元宵佳节时阖家团圆。

春雷不响，
春寒却依然料峭人间；
一声声来自湖北人民的呼唤，

危急，武汉！ 危亡，武汉！

疫情当前，
祖国需要你，人民在召唤；
义无反顾踏上南去的列车，
挥挥手，亲人嘱托还回响在耳畔。

使命在肩，

挑起行走在刀尖上的重担；
人间大爱化丝雨，
遍洒神州大地春色满园。

白衣翩翩，
是人间使者在解除魔难；
一夜无眠眼未合，
患者心里洋溢着亲人般的温暖。

相约武汉，
守护2020年新春的人间平安；
疾风劲草担道铁肩，
铿锵逆行拨去乌云阳光灿烂。

匆匆离去，
满载济阳57万人民的祝愿；
澄波湖畔花满蹊，
是英雄们北归的凯旋。

翻开书卷，
记下这些闪亮的名字，
张红停，李风云，孙立群，王凯……
逆行风雨中，最美人间！

作者单位：区实验中学

致疫情风雨中的逆行者
——献给济阳区援助湖北医疗队

◎王秀峰

让师德在
防控一线闪光

◎杨 红
岁末年初，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突袭武汉。医

院就是战场，医护人员就是战士！84岁的钟南山院士在高铁
上疲惫的面庞让人动容，一个个“不计报酬、不论生死”主动请
缨的医护人员，一批批不避险、不畏难的援鄂医疗队让我们这
个冬天收获了太多的感动和温暖。

面对疫情，四名来自我区医疗卫生系统的勇士心系武汉，
积极递交了请战书，做“巨浪”前逆流而上的战士，奔赴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第一线，用实际行动坚守人民群众的健康防
线！最美逆行者，向你们致敬，你们是济阳的骄傲，更是我们
的榜样！

师者，永远的示范
2020年的寒假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假期。在区教体局全

面安排部署下，全校教职工都投入到了抗击疫情的工作中。
班主任负责统计报告班级学生的情况；值班人员及时到岗；所
有人员在群里待命。在危难来临之时，他们闻令而动，自觉担
负起自己的责任，雷厉风行而又有条不紊。一切都很紧张，一
切又都井然有序。防疫工作群里，发布着一条条的通知和上
级指令，汇报每日学生健康情况；有的家长联系不上，就四处
打听，有的家长不明白，就耐心讲解，千方百计，克服困难，能
保证每天按时上报。任务来临，各司其职，一切都是那么顺理
成章，没有借口，没有敷衍，没有迟缓，没有退缩，这就是我们
为人师者的示范！师者责任在危难中体现，这责任感来源于
我们崇高的师德修养，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塑造新时代人民教
师的崭新形象，我们要用高尚的师德向人们证明：师者，永远
的师范！

“工作岗位就是战场，立足本职就是担当”
无法冲锋陷阵，却无刻不在战斗。全身心投入到空中课

堂教学中，定期与学生视频通话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疫
情之下让每位学生不离师、安心学、学得好、就是教育系统防
控阻击战。从“面对面”到”“屏对屏”，每一份教案，每一条微
信，每一次批阅，每一次鼓励，字里行间都怀揣着家国情怀、大
局意识、责任担当，力争让每位家长感受到教育的温度。

我们要像白衣天使的最美逆行一样，以高度的政治担当
和炽热的教育情怀，无私奉献，确保做到疫情之下全体学生能
够学到优质精彩的线上学习资源。

疫情就是命令，守责就是师德
我们不是医生，没有资格在疫区一线冲锋陷阵；我们不是科

研工作者，没有能力研制抑制病毒的药剂；我们不是商人，没有
办法像那位浙商在海外直接买下口罩厂，低价售回国援助一线；
我们不是马云，没有办法捐出数十亿奉献社会；我们不是记者，
不能冲到第一线告诉社会哪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我们可以做
什么？我们每一位教师都可以用实际行动回答这个问题，我们
可以站好岗，教好学生，献出自己绵薄的力量！我们可以用自己
散发着的微弱烛光，为学生们带来坚定的信心！

牢记育人使命，不负职业担当
做新时代好老师，首先要明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

要忠于党的教育事业，在“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
为谁培养人”上旗帜鲜明。与当前疫情形势相联系，激发学生
的爱国情怀尤为重要。

培养学生们的“家国情怀”，让孩子们理解，每个人与国家
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关心国家的命运，每个人都要为之奋
斗、为之牺牲。从而培养孩子们“敢于奋斗，敢于担当，敢于亮
剑”的精神，努力培养成为像钱学森、袁隆平、钟南山一样的

“国之脊梁”的人物，让学生们明白，知识不仅能够改变命运，
还能救人于水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种责任，做
好自己，努力读书也是一种责任。

战“疫”不停，战斗不止！疫情当前，让我们同舟共济，共
克时艰，让师德在防控一线闪光！ 作者单位：辛集小学

本是春回大地的时节，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春天
停滞了脚步，湖北省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牵动了亿万华夏儿女的心，各行各业的人们积极
响应党的号召，做好本职工作，为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役努力着。

前方疫情严重，全国的医务人员冲在最前线，为全国
人民筑起一座坚固的长城。济阳区57万人民心系武汉，
密切关注疫情的发展，我区的白衣天使纷纷递交了请战
书，坚决做到“国有难、召必应、战必胜”。2月9日根据上
级的安排，我区4名医护人员临危受命，奔赴武汉，参加
战“疫”。

在国家面临疫情时，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用实际
行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放在第一位的重要指示，毅然奔赴疫情最严重的阵
地，逆流而行，无惧艰险，用生命护佑生命，用精湛医术与
病魔斗争、与时间赛跑，在困难面前勇敢前行。济阳区的
这4位勇士是来自区人民医院ICU科主治医师张红停、
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护理工作者李风云、区人民医院重
症医学科护师孙立群、区中医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护理工
作者王凯。面对来势汹汹的病毒，他们将和全国的同行
们并肩战斗，争取胜利的早日到来。这种和平时期的奉
献精神深深震撼了我，作为济阳人，我感到无比自豪，同
时也充满了力量，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我们身在后方，希望大家牢记总书记嘱托，奉献爱
心、奉献热情，织密防护网，为湖北人民带去信心和力
量。希望大家做好防护、保重身体，我们会尽全力做好本
职工作，期盼病魔早除，国泰民安。

首先向济阳区一线奋战的人员致敬！党政机关工作

人员、医护人员、警察、消防队员、市场监管人员、街道社
区人员、志愿者、及保安人员等等，你们从大年初一就到
岗了，宣传、排查、登记、执勤，把险情一一排除，是你们守
护着济阳的安全。“哪有岁月静好，只是有人负重前行”，
你们辛苦了！

勇敢的济阳人，如果还未接到上班的通知，我们就和
家人待在家里，减少外出，注意防护。中国静下来了，就
让我们读一本好书，看一部好剧，甚至写一段文字，让心
灵得到滋养，思想更加坚定，安排好接下来的工作，想一
想未来的人生。

坚强的济阳人，如果已经上班了，我们就遵守单位的
规章制度，提高警惕，戴好口罩，勤洗手，勤通风，注意讲
卫生，在自己的岗位上认真工作。

如果你是青年、学生，请看清我们的国家，请记住这
些国之栋梁：与疫情苦战的医护人员、彻夜执勤的警察、
尽职尽责的政府人员、夜以继日坚持岗位的工人……请
了解我们的祖国：反映迅速及时部署的党的领导、一方有
难八方支援的团结一致、响应号召遵守制度的各地群众、
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的民族精神……

多么幸运，我们生在中国；多么幸福，我们生活在21
世纪的中国！

这个春节这么特殊，大街小巷没有了熙熙攘攘，城市乡
村一片寂静；这个春节又这么难忘，全国人民听从指挥，共
同面对疫情，56个民族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泱泱华夏，
从不畏惧挫折困难，没有什么能阻挡中国前进的脚步！

春天将至，我们一起等待勇士们凯旋归来！未来可
期，中国万众一心，在追逐中国梦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作者单位：区第二实验中学

大爱无疆 感动全城
◎李 静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报告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在新市镇人民政

府现址办公室内提供纸质报告书，供公众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园区内的公民及评价范围内的其他单位、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调查表.PDF
四、公众意见提出的方式和途径
任何单位和个人若有意见或建议，可通过信函或

电子邮件与建设单位联系。
地址：济南市济阳区新市镇人民政府
联系人：张主任
联系电话：0531-84310001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建设单位

提出宝贵意见。
公示发布单位：济南市济阳区新市镇人民政府
公示发布日期：二0二0年二月十一日

济北智慧家居产业园
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我从未遇见过这样的春节，
拒绝所有亲朋好友间的互相往来，
大街上挂满了标语和条幅，
所有人把自己隔离起来，
每天早上最先关注的是疫情数据，
每天晚上看到的是疫区发生的感人的一幕幕……
这一切都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啊！
新冠肺炎在中华大地上肆虐，
每一个中国人责无旁贷，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人们纷纷捐款捐物，
更有许多逆行者冒着生命危险驰援疫区……

济阳区医护人员
组成一支业务精湛的小分队也奔赴了武汉！
他们剪短头发，背上行囊，带上使命，
怀揣对祖国的赤诚，义无反顾！
临行前，含泪告别亲人，
他们也是父母的孩子，他们也是孩子的父母啊！
他们胸怀医者仁心，毅然决然地踏上逆行之路，
去挽救在疫情中挣扎的同胞们。
他们说，

“有国才有家！我们一定会战胜病魔，平安归来！”
此时此刻，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双眼，
任何语言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让我们一起向他们致敬吧！
你们是济阳的英雄儿女，更是祖国的骄傲！

作者单位：区实验二小

向最美逆行者
致 敬

◎王茂翠

2020年的春节有些过于沉重，似乎处处充满了意外，充满
了感伤。疫情突然而至，生命显得如此短暂和脆弱。

在紧张的气氛中跑去药房，幸运的买到了最后一包N95
口罩，购买囤积了一大堆馒头、方便面、肉菜、速冻食品后就待
在家里不出门了。随即，各种消息接踵而来，春节庙会取消
了，公共场所关闭了，商场关门了，饭店停业了，不走亲戚不串
门，2020年我们过了一个不一样的春节。

虽然大门不出，却是每天抱着手机不断搜索着网络热点，
每天关注着疫情的发展，看着疫情实时消息里不断增加的数
字，以及白色渐渐染成橙色的地图，令人日夜焦虑，寝食难安。

然而，在病毒肆意之时，我们的医护人员却纷纷向上级
递交了请愿书，不计酬劳，无论生死；不问归期，坚守不渝。
当我们送别四位英雄踏上征程的那一刻，我无数次泪崩。
剪去心爱的长发，她们笑着说：“疫情面前，义不容辞！”不舍
离别，妻子却含泪说：“我支持你，因为有国才有家。”孩子抱
着腿不让走的那一刻，七尺男儿泪流满面，却毅然转身关上
门，对家人说：“都回去吧，别让孩子出来……”他们是父母，
是妻子，是丈夫，也是父母的孩子，但在祖国需要的时候，他
们毫不犹豫，挺身而出。

我恨自己不是白衣天使，没有资格冲锋陷阵，不能像他们
一样奔赴抗疫第一线，就像本该是与学生们校园团聚的日子，
因为疫情，我们只能各自在家，尽自己的力量进行着我们的工
作。

每天醒来，手机已有各种通知，有统计师生身体状况
的，统计学生假期去向的，各年级、各班也建立好家长、学
生、教师的 QQ 群、微信群、组织学生收看疫情防控节目、给
学生普及健康防疫小知识，网上授课等。带上口罩去小区
登门入户，地毯式排查，一栋楼三十层，几百户人家，一天时
间下来，累的几乎虚脱。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人们在
不同的岗位上，虽然分工不同，但是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疫
情面前毫不退缩！

关于灾难，其实我们并不陌生，非典、地震、洪涝天气，每
一次灾害对于我们都是锥心之痛，但是中华民族无所畏惧，越
是艰难越向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一
次次彰显了团结的力量。

疫情使我们这个快速奔跑的民族有时间停下来思索，你
的信仰是什么？信仰是挂在朋友圈的签名，还是贯穿一生的
灵魂？你应该怎样去爱你的祖国，爱你的家园，爱你脚的下这
片土地？

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 好像从来不缺乏英雄，只是秦皇
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除夕之夜，钟南山院士
奔赴武汉与大家并肩作战；东齐鲁，西华西，北协和，南湘雅，
四大名院武汉会师，与肺炎一决高下。逆行者，才是我们这个
时代真正的英雄，最该追的星。

这世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
行；哪有什么从天而降的英雄，只不过有一群凡人在逆风而
行。因为有他们，我相信，困难定会过去，风雨一定平息，因为
有他们，我知道冬将尽，春可期，希望与美好一定会如期而
至！ 作者单位：区新元学校

冬将尽 春可期
——致敬最美逆行者

◎李玉华

这个春节即将过去，与往年不同的是，这个春节围绕
在我们身边的除了团圆和年味，还多了一样，是的，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

病毒如虎，它的出现让我们一下子打乱了往日春节
的节奏，不再聚会不再出门，尽一切可能减少活动，为的
是保证自己及家人的康健。但总有一些人，这个春节他
们没有选择和家人在一起，没有选择和团圆喜庆在一起，
我们给他们起了一个新颖的名字——最美逆行者。

是的，他们就是奋战在医疗防疫一线的医务人员们。
作为防疫最前线的直接接触者，他们没有选择退缩，而是迎
难而上，当所有人都尽可能远离猛虎的时候，他们却背道而
行，穿上防护服戴上口罩，然后留给我们一个潇洒的背影，
义无反顾的走到病人身边，尽最大努力让他们康复。

这些逆行者离我们并不远，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昨
天，我区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出发了，这批医疗队里有刚刚下
夜班的父亲，有为工作减去及腰长发的母亲。那一刻，他们
舍去众多标签，化身最美逆行者，进入病毒感染重灾区黄冈
市，为的是保所有人平安。我有幸认识其中一位逆行者，来
自区中医院的王凯，三十出头的年纪让他在工作中充满干

劲，作为一位重症护理专业护士，他比别的男孩子多了一份
稳重和细心，一旦休息，他又变身活力爸爸，带着自己的小
儿子在小区楼下开心的踢球。他是一个普通人，却做出了
不普通的决定，我们都知道此行的风险，他怎会不知？他的
家人又怎会不知？但是他还是决定逆行而上，正如他自己
说的一定不会辜负所有人的信任，而我们能做的，也正如他
自己说的那样，保护好自己。他们是万千逆行者之一，也是
万千英雄之一，我们必须坚信，有他们的努力，病毒终将会
散去，春天终将会来临。

作为一线医疗卫生人员的家属，我曾经问过自己孩
子的父亲，如果现在需要让你像王凯一样奔赴最前线，你
会怎么做？他说：“义无反顾！”是啊，作为一名普通的幼
儿教师，我们期待春天的到来期待如期的开学，期待一切
安稳的生活，期待孩子们在春日里的茁壮，而这些期盼正
是因为有了那些一线英雄才会成真。

此刻真心希望把最大的庇佑献给一线逆行者：请一
定保护好自己，期待你们平安归来。

猛虎终将被伏，繁华最想与你们共舞。加油中国！
加油英雄！ 作者单位：仁风镇中心幼儿园

待到虎伏日 繁花与您共
◎李 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