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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5 日， 地处耒阳市城
乡结合部的竹市社区圩场开
市。该社区属于拥有 3700 人的
大型社区，人多且杂，防疫形势
严峻。

当天， 耒阳市教育局派出
一支 12 人的党员先锋队，深入
社区， 配合属地干部指导圩场
开市，并整顿马路市场。“为了
您和他人的安全， 请戴好口
罩！ ”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副局
长曹寿昌耐心对群众进行劝
导。今年 56 岁的他已深入竹市
社区开展防疫工作 34 天。工作

中他是个急性子，接到文件、通知，眼镜
一扶，就要马上落实，曹寿昌每天都是第
一个到现场，张贴公告、发放宣传手册，
什么事都冲在前头。

竹市社区将军庙前时有菜贩聚集，
招徕生意。 教育局离退休股股长陈勇国
在路口执勤时， 发现一位卖豆腐的小贩
正挑着箱子晃悠悠地走来，便上前劝导。

“我就靠这个为生，两箱这么大的豆
腐做好了不卖，赚不到钱还要亏本，你让
我怎么办？ ”面对小贩的质问，陈勇国二
话没说，直接掏出手机来就扫码付款，将
总价 200 元的一百多块豆腐， 全都搬上
了车。陈勇国说：“非常时期，豆腐、鸡蛋、
小菜这些附近农民来贩卖的食品， 成了
先锋队来竹市社区买得最多的东西。 ”

“今天共检查开业门店 16 家，劝导
未戴口罩行人和商户 26 人，劝散扎堆采
厥菜群众 2 起 10 人。”曹寿昌告诉记者，
自 2 月 1 日起，耒阳市教育局组建的 50
人党员抗疫突击队， 深入竹市社区疫情
防控一线， 如今已分成多支党员先锋队
轮班值守，继续保闹市平安。

1963 年 3 月 5 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从此，全国广泛开展了学习
雷锋的活动。

半个多世纪以来，“雷锋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今年，尤其不同寻常。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全国各
行各业的人们都行动起来，共克时艰。其中，不少人是教育工作者、学生。他们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中积小善
为大善，不图回报，凝聚起战胜疫情更加坚定的信心和决心，书写出一个个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有一个姓凌的学生很焦虑，没带
电脑回家，毕业设计没法开展，该怎么
办？ ”3 月 2 日上午，一位毕业设计指导
老师向湘潭大学计算机学院·网络空间
安全学院学工负责人反映，有学生遇到
了难题。

“把学生的电脑拆解，快递到学生
家里。 ”毕业设计能否顺利完成，关系到
学生的毕业，学院立即安排文磊和粟云
期两位辅导员具体落实。

与凌同学取得联系后， 辅导员获取
了学生的家庭地址， 并决定午间去学生

宿舍拆机打包，通过快递发给学生。 疫情
期间，快递不能上门取件，需要将电脑送
往快递站。 两位辅导员联系值班宿管，登
记信息后进入宿舍，一个负责拆，一个负
责装，打包完后冒雨送到快递站。

“疫情隔离了师生，但隔离不了爱，
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为了保障
他们顺利毕业，我们累一点，让孩子们
吃颗‘定心丸’，我俩就心满意足了。 ”将
快递单号发给学生，文磊和粟云期又匆
匆往回赶，“得赶紧回去加班，还有很多
学生的简历需要帮忙修改呢。 ”

从尝试着发出求助， 到切实得到办
理，只过了半个工作日。 收到辅导员发来
的快递单号， 凌同学特别感动， 通过QQ
表达了谢意，并表示要认真完成毕业设计，
决不辜负学院和老师的真诚关心与爱护。

“我们为毕业生开展了一系列贴心
服务。 ”该学院学工负责人告诉记者，疫
情期间， 学院组织人手帮助毕业生在线
修改简历，为简历“把脉问诊”；联系专业
领域的 500 强公司， 对接洽谈就业推荐
合作和择业技能培训等事项， 尽全力为
学生顺利毕业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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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老师的“贴心服务”

疫情期间， 恰逢春耕生产关键期，
湖南高校师生纷纷行动起来，充分发挥
智力或者资源优势， 开展农技服务、提
供生产帮扶， 确保广大农民不误农时，
尽量减轻疫情给各地生产带来的不利
影响。

“今年因疫情影响餐饮业凋零，猪
肉需求略有下降，但鼠年依旧是‘金猪
年’……”2 月 14 日晚，一场 8万粉丝观
看的《新冠肺炎背景下的冬春非洲猪瘟
防控》网上直播正在进行。 这场直播的
主播不是“网红”，不是明星，而是湖南
农业大学动医学院教授文利新。 通过
“云端”指导，他为养殖户们带去了特殊
时期的“保健养猪指南”。

文利新说，疫情期间，该校组织了
50� 多名专家教授，组团对农民在线指
导，将再生稻栽培、猕猴桃种植等一批
实用农业技术送到了广大农民手中。
下一步，学校还将进一步组织各领域专
家对农民春耕生产进行“一对一 ”精准

指导。
与此同时，中南

林业科技大学充分
发挥其在经济林学
科方面的独特优势，
从 1 月 30 日至今，
先后组织经济林专
家 32 人次奔赴嘉禾、龙
山、攸县、浏阳、洪江、石门、
祁东、通道等 8� 个县（市）的 12�
个乡镇， 针对疫情特殊时期经济林产
业基地建设、整形修剪、苗木繁育、病虫
害防治等生产实际难题，进行了现场指
导， 服务面覆盖全省 150� 家农民合作
社、公司、种植大户。

2 月 27 日，长沙师范学院驻怀化市
辰溪县罗子山瑶族乡玉溪村扶贫队免
费向村民发放 16000 株油茶树苗“福
利”， 把发展油茶种植项目作为该村巩
固脱贫、产业致富的重要途径，并且全
部收益归村民所有。

“这是俺刚种下的油茶苗，是我们村
驻村扶贫队免费送的，3 年期挂果，5 年
后可丰产，这可是我的‘致富苗’呀。 ”贫
困户米玉珍大姐看着自家自留地刚栽下
的茶树苗，眼里洋溢着喜悦和憧憬。

（本版撰稿 记者 / 曾玺凡 通讯员
/ 匡顺华 刘火成 檀朝桂 王成奇）

“云端”指导、田间助力齐上阵

（上接 01 版）
3 月 5 日，衡山县城西完小的防疫值

班人员早早地守在校门口， 通过新装的
热成像体温测试仪实行严格的“入门制
度”，详细记录下当日来校消毒人员的体
温和信息。

战“疫”不止，防控不停。 当前，各级教
育部门和学校正全面织牢疫情“防控网”，
为春季复学后的师生安全保驾护航。

严密管控，项目建设紧张有序
“为了保证幼儿园按时交付使用，我

们严格按照《双牌县企业（项目）复工复
产及防疫防控工作方案》要求，于 2 月 25
日开始复工。”3 月 4 日，双牌县教育局项
目复工复产及防疫防控督查组在双牌县
第一幼儿园改造工地进行督查时， 项目
负责人介绍道。 当天，督查组人员现场翻
阅项目组每日上报内容，发现员工体温测
量、口罩发放、居住地址等信息登记详细；
施工现场， 施工人员戴好口罩穿好防护

服，分散分批进行消毒、粉刷等工作。
在督查组的指导和监管下， 双牌县

第二中学、 双牌县职业中学和双牌县第
一幼儿园这 3 个重点项目正在紧张有序
的建设中。

记者了解到，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出
现积极变化，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相继成
立项目复工小组，制定严格的防疫方案，
推进学校建设项目。

洞口县芙蓉学校校园绿化工程已于
日前完工， 新栽植的 500 多株树木让这
所新建学校焕发勃勃生机。

茶陵县教育局基建办主任刘兴告诉
记者， 厕所改造一直是茶陵县校园建设
的重点，为此，该县教育局 2 月 24 日成
立了项目复工组，8 名组员白天巡查现
场，晚上商议难题，严格落实项目复产复
工的防疫措施和监督指导。截至目前，该
县 350 多所学校 600 多个冲槽式厕所排
污口已经完成改造，28 个旱厕正在拆除

重建中。
战“疫”的非常时期，省内各县市区

学校建设项目的复工复产有条不紊进
行。 从修建到粉刷、从绿化到厕所改造，
基层干部们与施工人员共同坚守， 为更
安全舒适的校园环境“添砖加瓦”。

精准施策，教育管理有温度
“我有新书啦，真高兴！谢谢老师，老

师辛苦了！ ”近期，类似的感恩之声从湖
南各地传来，温暖人心。

受疫情影响，学校开学延期，老师们
纷纷转战线上开展“停课不停学”，搭建
“空中课堂”。 为解决线上教学缺少纸质
教材的问题，从 2 月底开始，全省各地学
校的老师纷纷变身“快递员”，上门为学
生送新教材，解“疫”时之忧。

2 月 29 日，长沙市长郡双语实验中
学组织 60 多名老师打包整理 5 小时，为
全校 3000 多名学生“包邮”送去了教科
书和配套教辅资料；3 月 6 日， 华容县团

洲中心小学 15 名志愿者老师用时 8 个
多小时，走遍 15 个村场，将全校 380 名
学生的课本一 一送到学生家长手中……

“全方位应对， 做好随时开学的准
备。 ”安乡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成
介绍，备战开学，除教材、信息化设备等
硬件配备到位之外， 该县还组织教师进
行培训。 从 2 月中旬开始，该县已经组织
600 多名校长、技术人员和骨干教师分批
次、 错时段参与信息化设备使用方法与
基本操作培训， 为开学后的信息化教学
打牢基础。 据悉，此次培训将持续到 4 月
底。

永州市为教师量身打造四堂线上直
播课，教师们“宅”家也能充电学习，提升
家校沟通、自身情绪管理等专业能力，为
开学做准备。

三月的春风还未吹回到校园， 但各
地教育工作者已用实际行动为师生树起
了温暖有力的屏障。

党员先锋队整顿马路市场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专家
现场指导农民解决生产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