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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23 日下午袁2020 年教育
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视频会议在京召
开遥 教育部党组书记尧部长陈宝生袁部党组
成员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部纪检监察组
组长吴道槐出席会议并讲话遥部党组成员尧
副部长田学军主持会议遥 我校在九龙湖校
区设立分会场袁党委书记左惟尧校长张广军
等校领导以及校党委委员尧纪委委员参加
了会议袁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工作人员也列
席了会议遥

陈宝生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 2019 年
教育系统各级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

成效袁 认为过去一年来教育系统认真践行
野两个维护冶袁政治建设更加强化曰扎实开展
主题教育袁报国担当的初心使命更加坚定曰
树立大抓基层导向袁党建根基更加夯实曰严
格落实野两个责任冶袁正风肃纪反腐态势更
加有力曰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袁以优良的
党风促政风正行风遥 同时指出教育系统全
面从严治党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袁 教育系
统理论学习还不够深袁政治引领还不够强袁
奋战意识还不够浓袁基层组织还不够牢袁政
治生态还不够清袁野两个责任冶还不够实遥

陈宝生强调袁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野十三五冶规划收官之年尧脱贫攻坚决战决
胜之年尧 十年教育中长期规划纲要的收官
之年袁 以及在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
蔓延袁不确定尧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的大背
景下袁 要坚定不移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
面领导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袁坚持不
懈推进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袁把野严冶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袁切实强
化野疫后意识冶袁认真研判野疫后综合征冶袁深
入研究疫后教育重大问题遥 他从七个方面
对 2020 年教育系统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工
作作出安排部署遥 一是发

挥政治建设统领作用袁推动野两个维护冶融入
血脉尧见诸行动遥 二是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袁确保脱贫攻
坚圆满收官尧疫情防控全面胜利遥三是着力提升党组织政治
功能和组织力袁推动党的基层组织全面进步尧全面过硬遥 四
是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质量袁维护教育系统政治安全尧校园稳
定遥 五是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袁推动教育生态风清气正尧
持续向好遥六是提升监督体系整体效能袁推动权力运行规范
有序尧公开透明遥 七是压紧管党治党责任链条袁推动责任主
体贯通联动尧一体落实遥

吴道槐就做好教育部直属系统纪检监察工作提出明确
要求袁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袁
牢牢把握纪检监察工作的正确方向曰 清醒认识直属系统全
面从严治党存在的突出问题袁 进一步增强做好纪检监察工
作的责任感紧迫感遥一是要坚定不移强化政治监督袁推进监
督具体化常态化袁 当前要切实加强对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
工作的监督遥二要集中精力加强教育脱贫攻坚监督袁直属高
校纪委要突出抓好对本校定点扶贫工作的监督袁 要优先处
置涉及教育脱贫攻坚的信访举报和问题线索遥 三要持之以
恒正风肃纪反腐袁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袁始终坚
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袁 集中整治教育领域损害群众利益的
问题袁实施规范问责尧精准问责遥 四要纠建并举强化对权力
运行的监督袁协助党委健全全面从严治党制度袁紧盯野关键
少数冶尧关键岗位袁强化日常监督袁持续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
革遥 五要坚持不懈加强纪检监察队伍自身建设遥

就贯彻落实好本次大会精神袁 田学军在会上提出三点
要求院一是要在野深冶上下功夫袁要逐级传达学习袁深刻领会
要求尧深化思想认识袁坚定贯彻执行袁及时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上
来曰二是要在野准冶上下功夫袁对准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
新精神新要求袁找准问题尧校准偏差袁坚持问题导向袁健全长
效治理曰三是要在野实冶上下功夫袁时刻保持锐意进取尧奋发
有为的精气神袁以优良作风强化责任担当狠抓责任落实袁确
保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落细落实落地袁 为收官
之年决战决胜提供坚强保障遥

渊戴轶飞冤

1 月底的时候袁小莫突然在微信
上联系我遥

野在吗钥 有件事想麻烦你帮帮
忙遥 冶

小莫是我的高中同学袁 毕业之
后袁我许久未见过他了袁原本以为我
们的联系在天各一方后只剩下朋友
圈的默默点赞遥 我有些疑惑与惊讶袁
野什么事钥 冶

小莫的父母都是医生遥 他告诉
我袁因为袁从大年初一上午开始袁父
母就被要求每天轮批次值班遥 让他
担忧的是袁 因为这次疫情暴发得太
过突然袁医院外科口罩袁防护服袁护
目镜噎噎大量的医疗物资被送往湖
北各大医院遥 我们当地医院医疗物
资紧缺袁快递停运袁他父母这样的一
线奋战的医护人员连基础的医护保
障都得不到遥

1 月 27 日傍晚袁 医院正式发布
接受社会捐赠公告袁 表示医用资源
已经告急袁 急需社会力量帮助医院
渡过难关遥 看到公告之后袁他立刻行
动起来袁联系了其他几位同学袁打算
为医院筹资捐赠一些医疗物资遥 最
初袁 他们希望捐赠更加紧急的 N95
口罩和医用防护服等资源袁 但他们
打遍省内具有相关资质的代理商及
供应商电话袁 都无人回复或表示已
断货遥 于是袁他们将目光转向当时较
为方便购买尧 标准没有医用口罩等
物资严格的护目镜遥 几番周折袁他们
终于找到商家袁 连夜制订起网上筹
款助力计划遥

他给我发消息是在早上 6 点
多遥 野能麻烦你帮我们做一张海报
吗钥 冶

野多简单的事呀袁 不用这么客
气遥 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遥

野谢谢浴 冶几乎是秒回遥
海报做好后袁 他们就正式发出

了筹款公告袁 他们原定计划在两天
内筹齐六千多元遥 出乎意料的是袁在
我们高中同学的共同转发与号召
下袁 发起筹款的那个下午他们就快
速地收到了九千多元遥

然而袁 当他们再去和商家联系
时袁发现原定商家的护目镜已爆仓袁

给商家发的消息显示已读而未回遥
野在吗钥 在吗钥 冶
他跟我回忆起当时的失望尧无

奈与焦灼遥 他们只能重新寻找其他
有关卖家遥幸运的是袁最终在 1 月 29
日晚袁 他们寻找到唯一能提供符合
标准的护目镜并在春节期间正常发
货的厂家遥 虽然该厂家仅有 200 件
货源袁且单价约为原来商家三倍袁但
考虑再三袁他们决定全部下单袁将收
货地址直接填写医院遥

他说袁最让他感动的是袁商家知
道他们的目的后袁 也捐献出了 200
元遥 野这是我的小小心意袁一起加油
吧遥 冶1 月 31 日下午袁医院收到相应
护目镜袁 并且表示收到的护目镜非
常合适袁可以为医护人员所用遥 心里
的石头终于落地袁 小莫发给我的文
字间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喜悦袁 我也
为能帮上一忙心里暖洋洋袁亮光光遥

野谢谢大家的帮忙浴 冶小莫在那
天的朋友圈里这样写道袁 配图是夕
阳下美丽的海湾大桥遥

朋友圈最近的一件热事是当地
政府免费提供住宿给武汉人遥

野温厚的广东人院 这个小镇袁免
费收留了 100 多位武汉人冶袁新闻标
题十分亮眼遥 我所处的城市在大陆
最南端要要要广东湛江袁 由于地理位
置特殊袁 这段时间滞留了很多武汉
人袁 他们在疫情尚未规模化发生前
就出游或者离开遥新闻中袁61 岁的蔡
先生在 1 月 23 日带着全家老小十
口人从武汉出发袁 准备自驾去海南
的家过年袁但是 1 月 25 日到达海南
的港口时袁因为车牌前大大的野鄂冶
字袁不让他们通行遥

当天雨下得非常大袁 车上有两
位 3 岁的小朋友袁还有 4 位 60 多岁
的老人遥 野一些酒店看到我们拿着武
汉的身份证袁 都不给我们办理入
住遥 冶 绝望之中袁他们听说了当地有
免费为武汉人提供住宿的地方遥

野今晚降温了袁 外面下着雨呢袁
让武汉同胞在异乡先解决温饱袁才
能战瘟疫遥 冶政府早早发出了公告遥

野打电话过后袁酒店的工作人员
发来位置袁指引我们前去入住遥 到了

住的地方袁 政府的工作人员对我们
非常热情袁 安排我们尽快入住休
息遥 冶蔡先生回忆遥

酒店的一些服务员因为害怕回
家了袁 但当地的热心志愿者代替起
了酒店里的工作人员遥 前来入住的
客人袁都在酒店的房间自行隔离袁如
果他们缺少一些生活用品袁 志愿者
会出门帮他们购买遥 政府的工作人
员免费给他们提供一日三餐尧水果尧
八宝粥等袁 每天给驻足者发放口罩
等防护物品袁 并且定时过来给他们
量体温尧消毒等遥 蔡先生回忆袁之前
两天在外边漂泊袁 一路上受到不少
歧视袁 有一些人看到他们是武汉的
车牌号袁都避而远之袁给他们递体温
计都隔得远远的袁但在这里袁他没有
见到这些冷漠与恐惧遥

志愿者给客人们的饭盒上贴上
小纸条院野你们城市生病了袁 但很快
会治好袁我们全国人民一起加油遥 冶

安心的十几天过后袁 他们这些
人拿着健康证明袁 依依不舍地道别
了遥 离别时袁他们在朋友圈留下了对
这座城市的印记遥 感谢这个方便的
信息时代袁几番周转后袁我也看见了
他们的表述院美味饭菜的照片尧海港
城市的碧海蓝天尧故事性的叙述尧一
大段内心独白的感谢遥 刷着这些消
息袁心头总是暖洋洋的遥

前几天袁 我突然看到朋友圈里
传着本市最后一位确诊病例治愈的
消息袁上官网一看袁确是如此袁喜悦
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遥 下午袁我戴上
口罩袁骑着自行车出门去闲逛遥 路上
行人比前几天多了袁 寂静沉睡的小
城仿佛又热闹了起来袁欣慰的是袁不
少人还是自觉地戴着口罩遥

不知不觉中就骑到了海岸边袁
沙滩上小孩们嬉戏得十分开心遥 海
浪一道一道涌来袁 拍打着沙子袁声
音清脆得好听遥 不远的海面上架着
长长的海湾大桥袁在夕阳的映衬下
显得格外好看遥 我忽然觉得这场景
有些相似袁我打开手机袁在小莫的
朋友圈里翻了许久袁找到了那张定
格的照片遥 和眼前一样灿烂袁一样
壮观遥

我校举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公开课暨第十二届读书节启动仪式

我校组织收看 2020年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视频会议

疫情时期我在朋友圈见温暖
彭嘉炜

拍花小语院不怕没有货袁就怕货比货袁
但若起初给你的已是好货袁你却未必能识
货遥 这话有点绕吧钥 在南京见过的杜鹃袁
几乎一水儿的是锦绣杜鹃袁虽然红尧白尧粉
三色都鲜艳袁但看来看去只此一种袁总不
尽兴遥 身为我国十大名花之一袁拥有千年
以上的栽培历史袁 应该在品种尧 色彩尧姿
态尧意趣诸多方面有所不同啊浴 但眼前的
小灌木袁它给人的现场观赏性和记忆中的
回味度袁似有些平淡遥

玄武湖梁州有杜鹃园袁在古典园林的
氛围中读着李商隐谜一样的叶锦瑟曳和白
居易的诗咏袁 方感受到一些别样的不同遥
2019 年在老门东的古城墙下袁 邂逅了方
圆半顷的花田袁 顿悟杜鹃是属于山岭的袁
只有坡地与高山才能显出它的壮丽遥 有
人被花所感袁放声高歌叶映山红曳遥 回荡的
歌声曲调悠长袁沉而不破袁高而不亢遥 你

能在其中感到暗夜里对黎明的等待尧严冬
中对春来的盼望袁这些不正是杜鹃带给人
的意趣与感悟吗钥

杜鹃的野生品种主要分布在喜马拉
雅山和云南等地袁卓美的花颜和众多的品
种依海拔高度的不同而各自分布遥 杜鹃
属植物 960 种袁我国约有 542 种袁近百年
来袁作为重要的园艺花卉袁它的栽培品种
渐多遥 按叶可分为常绿尧半常绿与落叶杜
鹃袁按开花时间与品系可分为春鹃尧夏鹃尧
东鹃尧西鹃尧高山系杜鹃遥锦绣杜鹃属于春
鹃袁原产于我国袁现分布于江苏尧福建等
地袁因植物各处有毛袁别称野毛鹃冶遥 南京
国防园内杜鹃种植多年袁 为传统赏花之
地遥

学校的三个校区都种有毛鹃袁以九龙
湖校区数量最多袁致远廊附近已形成小片
景观遥 去岁袁曾到台北袁在以野杜鹃花城冶
闻名的台北大学见到了著名的皋月杜鹃
和乌来杜鹃袁相比之下袁方知江苏的锦绣
杜鹃已是美丽之品遥 只是人心不足袁分明
有了好的袁却还念着多袁真是辜负了花儿
的一片美景遥 渊木 子冤

窗 外
周靖雯

(下转八版)

渊上接一版冤
本报讯 4 月 26 日袁 江苏省总工会表彰了一批优秀集体和

个人袁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荣获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状袁该院重
症医学科杨毅同志荣获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袁 东南大学建筑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野新冠抗疫冶应急设计与研究团队荣获江苏省
工人先锋号遥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曾在国家尧 江苏省等各种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中作出过突出贡献遥在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防治中袁作为南京市首家定点收治医院之一袁凭借科学管理和
严格培训袁确保院内零感染袁并先后组织八批次医务人员紧急驰
援湖北和南京二院汤山分院袁众多医护人员投身抗疫一线袁为打
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抗疫阻击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遥

中大医院等单位和个人获野江苏省五一劳动奖冶
和野江苏省工人先锋号冶等荣誉称号

渊下转六版冤

五一前夕袁工人们修剪草坪 杭添 摄 6版

本报讯 4 月 23 日 野世界读书日冶当
天袁我校举行了野风雅颂窑诗经冶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公开课暨第十二届读书节启动仪
式遥 校长张广军袁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建国袁
杰出校友林鸣等多位嘉宾参加了启动仪
式遥 仪式包括大家领读尧大师领学尧致敬战
疫医护人员尧宣读倡议书等环节遥 野风雅颂窑
诗经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公开课旨在围绕
优秀诗歌总集叶诗经曳开展系列活动袁引导
师生深入阅读经典作品袁减少野浅阅读冶野碎
片化阅读冶等行为袁并通过阅读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经典作品袁坚定文化自信遥

张广军在讲话中指出袁 当前共同经历
着新冠疫情严峻挑战袁 学校抓紧抓实抓细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袁 并顺利迎来第一批同
学开学曰中大医院的医疗团队驰援湖北尧奋
战一线曰 同学们也坚持在线学习尧 共克时
艰袁他代表学校向老师们尧同学们的辛勤付
出和无私奉献表示诚挚感谢遥 之后袁张校长
对同学们提出殷殷期望袁他说袁你们是祖国
的未来尧民族的希望袁一定要多读书尧好读
书尧读好书袁坚持在读书中增长才干尧增加
涵养尧增强自信袁并让读书成为生活方式和
成长阶梯遥 张校长还指出袁图书馆是大学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袁被誉为野知识的宝库尧
知识的喷泉冶野大学的心脏冶野学校的第二课
堂冶袁直接承担着培养人才的重任遥 图书馆
是读书的好地方袁 也是大学精神和文化的

载体袁 希望同学们多去图书馆尧 爱上图书
馆遥 最后袁张校长再次强调袁要始终坚持做
到不聚集尧保持安全距离袁切实做好全程尧
全域尧全方位的自我防护袁并期盼与同学们
在校园早日相见遥

王建国院士认为袁 读书对于人生成长尧
历史传承尧人类文明延续具有重要意义遥 林
鸣校友领读了叶兰亭集序曳曰李山教授深入解
读了叶诗经曳中的典故尧记录的历史进度尧高
度的艺术手法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内容曰赵
烨尧徐惠新尧周红尧西岭雪等嘉宾通过诵读尧
苏州评弹尧古琴曲等多种形式共读尧共品叶诗
经曳遥 启动仪式现场连线了东南大学附属中
大医院援鄂医疗队成员黄英姿尧潘纯袁两位

老师倡议青年人多读书遥图书馆馆长李爱国
宣布野风雅颂窑诗经冶优秀传统文化公开课暨
2020 年第十二届读书节正式启动遥

本次活动由图书馆尧 共青团东南大学
委员会尧党委学工部尧党委研工部尧艺术指
导中心主办曰同时得到了 野卓越九校联盟冶
图书馆的大力支持并共同发起遥 启动仪式
在东南大学信仰公开课微赞 Live 平台播
出袁观看流量达 4 万余人次遥 后续子活动包
括 野读窑诗经与方言的邂逅冶野讲窑名家为你
讲诗经冶野评窑众说纷纭品诗经冶袁 以喜马拉
雅 App 专栏野好书推荐 _ 为自己讲书冶为主
要平台遥

渊李瑞瑞 刘宇庆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