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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红色传承人

□本报记者 何可 本报通讯员 蒋士勋 张智

9月 19日，中秋节假期第一天，淅淅
沥沥下了一天一夜的雨仍然没有停止的
迹象。

临近中午，荥阳市繁荣小区附近
居住的吴玲彩在厨房忙碌着，和面、
揉面、擀面条，一气呵成。“老太太就
喜欢喝糊涂面，给她做点手工面条
喝。”吴玲彩慢慢将面条下锅，“老
家太潮，老太太在家里我们也不放
心，这不也该中秋节了吗，我们就
商量着把老太太接过来，一家人
团圆团圆。”

吴玲彩口中的老太太是她的
婆婆王秀英，一直居住在高山镇
竹川村的老家。今年荥阳遭遇暴
雨，农村地区房屋受损、农田被
淹、道路冲毁，灾情严重。加之山

区乡村伴有地质灾害的发生，许多群众有家
不能回。

王秀英住的房子在暴雨中也过了水，虽然
已经整修完毕，但仍然有点潮湿。“农历八月十
五是传统的中秋佳节，讲究亲人团圆，生活和
美。”吴玲彩说，看到天气预报说中秋节这几天
还有降雨，就让丈夫把婆婆接到城里，一来全
家可以团聚过节，二来趁这个机会可以多照顾
照顾婆婆。

今年中秋节前，荥阳又遇持续降雨天气，
阻挡了因上次暴雨房屋受损而安置在外的人
们归乡的脚步。为此，荥阳向全市人民发出

“中秋月圆、回城团圆”倡议，号召有情有义的
荥阳人给父母一个惊喜，迎接最亲最爱的人进
城过节，让儿女尽一份孝心，让家庭多一份团
圆，让社会多一份和美。

倡议书发出后，荥阳市民纷纷响应，把在
农村居住的长辈接到城里一起过节，在尽心尽
孝的同时，为防灾减灾贡献力量。③6

□本报记者 陈晨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蒋晓芳

天上月圆，人间饼圆。这些天，浚县王庄
镇王庄集东街的一家月饼老店里，每天都有源
源不断的顾客带着食用油和面粉前来加工月
饼。店内，工人们熟练地配料打皮、植入馅料、
打模成型、烘烤、包装月饼，整个生产过程井然
有序。

9月 18日，看到大家加工月饼的热情一如
往年，这家月饼老店的负责人张荣修很是欣
慰。

这家月饼老店已有 41 年。每年中秋节
前，王庄镇周边方圆几十里的群众都会慕名前

来加工月饼。从最开始每家每户只做两三斤
尝鲜，到如今顾客加工月饼10公斤起步，张荣
修也见证了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与往年不同的是，这家月饼老店由于处在
浚县蓄滞洪区内，店内部分机器设备前些时日
受到了灾情影响。“撤离前，虽然我们把店里所
有机器都垫高了，但还是毁了一部分。”张荣修
说，店里积水最深时到膝盖，水退之后，他们一
家人便忙着打扫和消毒，并对损毁设备进行维
修，忙了很长一段时间，生意才渐渐恢复正常。

“本来觉得今年的月饼加工生意可能会受
灾情影响，没想到还和往年一样红火！”端着一
盘新出炉的老式月饼，张荣修的脸上挂满了笑
意。③7

□本报记者 卢松 本报通讯员 杨光 葛啸宇

9月 21日，中秋节，刚从赛场回家休养的奥运冠军
吕扬和弟弟吕子文，有了难得的“清闲”时光。一大早，
妈妈张君凤就上街买菜，为姐弟俩准备节日大餐。十多
年没团聚过的一家人，终于过了一个团圆节。

当天上午，吕扬和弟弟谋划着给爸爸妈妈一个特别
的节日礼物。思来想去，正品尝月饼的吕扬突然有了主
意。她找出一个空月饼盒，将刚刚获得的东京奥运会冠
军奖牌、全运会冠军奖牌，以及这些年获得的亚运会、世
界杯、世锦赛冠军奖牌全部收集在一起，一个个整齐摆放
到月饼盒中，制作成一个装满金牌“月饼”的礼盒。

当这盒金光灿灿的“月饼”送到父母手中时，两位老人
眼中闪烁着泪花。“这盒‘月饼’价值千金，是女儿十多年付
出的回报，一定替女儿保存好。”父亲吕大伟激动地说，月饼
盒里装的不仅仅是吕扬的荣誉，更是吕家的骄傲，“新的奥
运周期已经开始，祝愿两个孩子在赛场上继续创下佳绩。”

8月初，从东京奥运会赛场归来后，吕扬紧接着就开
始了全运会备战。9月 20日，带着奥运会冠军和全运会
冠军的荣誉，吕扬回家休养一个月。“已经一年多没回家
了，就想待在家里，和家人一起说说话。”吕扬说。

张君凤一直在厨房忙碌着，给好不容易回家的两个
孩子做油馍、菜馍、捞面条等家常饭菜。当天晚上，一家
人边吃晚饭，边看电视，室内不时传出欢声笑语。

“把这些年来获得的金牌送给爸妈，除了感谢他们
的培养和支持外，也是告诉自己，从领奖台走下的那一
刻，一切荣誉都归零，必须从头再来。”吕扬说。

一手拿金牌，一手拿月饼，吕扬幸福地说：“金牌的
味道和月饼一样香甜！”③6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那段日子真的很累，但抗疫
中所有人展现出来的民族精神让
我刻骨铭心。”9月 18日，商丘市睢
阳区新城街道银河社区党支部书
记李振康回忆道。

自 8月 1日商丘市新冠肺炎疫
情再次暴发以来，作为社区党支部
书记的李振康接到疫情防控要求
后，迅速组织社区党员干部、网格
长等，入户走访与排查。该社区共
有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 30多家，
辖 区 共 分 13 个 网 格 ，常 住 居 民
6168户 17648人，下辖 3个城中村
52个小区，商业店铺 600多家，外
来流动人口 2000 多人，辖区面积
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又距确诊
患者的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较近，
入户走访和排查工作异常艰巨。

“更艰巨的是五轮全民核酸检
测工作。”那些天，李振康带领社区
20 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身先士
卒，勇当“排头兵”。社区门前的核
酸检测点约有百米，而他每天却步
行 3万多步，自第一轮全员核酸检
测任务布置以后，连续10多天登顶
微信运动排行榜，手机24小时不关
机，全身心投入到疫情防控中，只
要有居民需要，他随叫随到。

每天不停地用喇叭对前来检测
的居民进行“一米”间距的引导、提醒
和维持秩序，引导群众有序进行核酸
检测，从早上7点常常忙到半夜、凌
晨，身体在透支。可是，李振康知道
自己作为社区的“当家人”，越是在最
危险的时候，越是要坚守岗位。

“如果8点开始核酸检测，我们
要提前通知群众，而且要在 7点前
到单位，部署点位，分配任务。我
记得最忙的时候，一天接了 300多
个电话，手机放在脸上都是热的，
连续 15天吃住都在社区。”李振康说，在那个特殊时
期，作为党员干部就要挺身而出，迎难而上。

社区防控，特别需要耐心和细致。为确保辖区内
核酸检测不漏一人，李振康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红色物
业”优势，利用社区“网格化管理+红色物业”的作用，通
过各小区微信群、物业公司等进行分小区、分时间段错
峰检测，确保检测不扎堆。

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关键防线。随着
小区封闭管理后，防疫卡点的任务也变得更重，人手不
够成了一大难题。李振康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在各
个小区业主微信群发出志愿者招募令，积极组织党员率
先参与，快速组建了“党员志愿者防疫队”和“青年志愿
者”两支队伍，志愿者人数每天保持在20人以上，负责在
卡点值勤和为居家隔离人员运送生活物品。

白天处理完社区工作，晚上李振康还要带领党员
在防疫卡点值勤，常常值勤到晚上 10点多，为的就是
保障辖区居民的安危。

面对疫情，35岁的李振康和千千万万基层党员干
部一样，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践行着共产
党员应有的责任和担当。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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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最亲的人到城里过节

奥运冠军吕扬
送父母“金牌”月饼

9 月 20 日 ，
孟州市河阳街道
缑村小学学生开
展优秀诗词朗诵
和表演活动，弘扬
传统文化，喜迎中
秋佳节。⑨4
王铮 张泽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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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老君山景区工作人员用近万枚月饼拼成一个直径长达8米的超大月饼，绘
制成“彩云追月”字样，为游客送上中秋祝福（9月21日摄）。⑨4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9月20日，尉
氏县见义勇为协
会、邢庄乡爱心志
愿者为邢庄乡赵
庄村见义勇为积
极分子赵天顺送
来中秋月饼，送上
节日祝福。⑨4
李新义 摄

启航新征程百年路
践行嘱托新答卷 奋勇争先开新局

□谢建晓 刘亚东

秋天的早晨，天气凉爽，绿树成
荫，郑州旅游职业学院池塘里荷叶随
风摇曳，偌大的校园显得优雅而恬静。

在疫情防控中，郑州旅游职业学
院广大师生积极响应党委政府号召，
不畏艰险、知重负重，或勇敢冲锋，或
坚守岗位，或默默奉献，共同筑起了一
道坚固防线。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广大师生是勇
敢的行动者、热忱的付出者，他们在最
紧迫的时刻迸发而出，在最需要的地
方挺立潮头。“我是党员我先上”成为
最嘹亮的口号，以实际行动为党旗增
辉添彩。

党旗飘扬映初心

面对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郑州
旅游职业学院党委始终把全校师生生
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作为
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动员全校师生同时间赛
跑、与病魔较量，让党旗始终在疫情防
控第一线高高飘扬。

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认真学习贯
彻落实上级指示要求，对疫情防控工

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修订、完善、下
发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工作方
案，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工作任务，强
化组织引领，确保将上级疫情防控要
求落实落细。

及时开展全面排查。严格落实师
生身体健康状况“日报告，零报告”制
度，建立完善疫情监控网络，对全校师
生健康状况、是否有中高风险旅居史
等情况进行逐一排查、登记，做到早发
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进一步落实防疫举措。围绕暑
假及开学后疫情防控中心工作，从教
职工防护、学生健康监测、公共区域
消杀、医护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入细致
谋划、制定各项工作预案，力求把困
难考虑得更充分，把准备做得更细
致。

加强多渠道宣传引导。学校结合
实际情况加大对师生宣传教育，通过
微信公众号、网站等渠道宣传防疫知

识，倡议尽早接种新冠疫苗，提醒大家
不到人员聚集的密闭场所和中高风险
地区，为筑牢疫情防控屏障作出积极
贡献。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各级党组织和党员
干部积极行动，在校党委的坚强领导
下，与全校师生一起筑成了坚不可摧
的战斗堡垒。

“志愿红”绽放在一线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有一群人，疫
情袭来时逆行而上，无私奉献、不求回
报，不惧危险、心系家乡、挺身而出，毅
然披上了“红马甲”。他们有一个共同
的名字——志愿者。

疫情发生后学校第一时间发出倡
议书，号召青年学生在做好自身防护
的同时，踊跃参与学校和当地疫情防
控工作。积极配合，主动完成检测；从
我做起，科学防范疫情；志愿同行，助

力社区防疫。
疫情是一次大考，也是试金石和

磨刀石。在学校号召下，青年志愿者
们把初心写在行动上，把使命落在岗
位上，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们的身
影。

他们不是医护人员，却和医护人
员一样，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他
们说：“我是党员我先上。”“疫情不结
束，我们不休息。”“我们多出一分力，
大家的安全就多一分保障。”

2015 届旅游管理学院旅游管理
专业毕业生王春平，作为青年志愿者
疫情期间始终在岗在位，搬运物资、卡
口执勤、体温检测，每天只休息两三个
小时。

2019级酒店管理2班学生韩玉茹
暑假在南京一酒店实习，当地发生疫
情后酒店成为隔离点，她积极报名成
为防疫志愿者，每天穿着防护服一丝
不苟完成每项工作，“对我来说，疫情

也是一次人生考验，抗击疫情是给自
己最好的成长礼。”韩玉茹内心无比坚
定。

2020级旅游外语学院国际邮轮 2
班学生杨子慧踊跃报名，成为所在社
区核酸检测点志愿者，搭帐篷、管秩
序、拆棉签，她尽力分担医务人员工作
压力，“志愿者的意义就在于无私奉
献，我所做的工作会成为我的无限荣
耀。”杨子慧说。

这样的故事在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还有很多，学校加强典型引领，在公众
号共推送了 9期 174人的抗疫先进事
迹。阴霾过去，这些感人的故事，会永
远刻在人们的记忆里。

上好新学期“思政大课”

回首这极不平凡的一段时间，郑
州虽然遭受了创伤，却展现出坚韧的
力量。没有脚踏祥云从天而降的英
雄，是无数人挺身而出挽起强劲的臂

膀，以血肉之躯谱写了城市英雄的篇
章。这是一次大考，更是一堂鲜活生
动的“思政大课”。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围绕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用好抗疫鲜活教材，扎实开
展“把灾难当教材，与祖国共成长”主
题活动，组成 10人典型事迹报告团，
开展线上线下事迹报告会，讲好大家
身边的感人故事，让学生树立大局意
识和全局观念，增强责任意识和担当
精神，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激励更多
学生做到胸有大志、肩有大任，将来能
够“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
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
师。”在全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重
大成果之际，郑州旅游职业学院的教
师们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节日——第
37个教师节。学校发出《致全体教师
的一封信》，寄语全体教职员工时刻
不忘立德树人初心，勇担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使命，厚植教育报国情怀，
潜心教书育人，奉献三尺讲台，以更
加昂扬的斗志、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
务实的作风，全力推进学校事业高质
量发展，为加快建设国内一流、特色凸
显的高水平旅游院校，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在疫情防控中守初心担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