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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 学习 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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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克时艰 抗击疫情

入职 14年，在中央级媒体上稿 1500多
条（部），连续13年被火箭军政治工作部表
彰为舆论宣传先进个人，并荣获两次三等
功、一次二等功。他——

首次以无特效、无剪辑的镜头探秘火
箭军东风第一旅，4000万的在线观看、数
百万点赞量，让外界窥见了神秘的火箭军
部队真打、真练、真备战的火热训练现
场；

创新性地将101对火箭军新人集体婚礼
现场以全网直播的形式展现在全国人民面
前，获 6896万的全网推荐量、1000多万次
阅读量、7127万的话题量；

拍摄创作的《难得一见！东风快递送
导弹全程画面曝光》，获评全国第五届“‘五
个一百’网络正能量精品：百部正能量动
漫音视频奖”；

他，就是商丘籍官兵、火箭军某团文
网中心干事陈世锋。

到军营寻找梦想
一枚枚导弹呼啸而出，一个个战士龙腾

虎跃，无论是新中国成立 70 年周年大阅
兵，还是在朱日和实战演习的阅兵现场，火
箭军某部官兵都会看到一名个子不高、戴着
眼镜、肩扛摄像机、跑前跑后的军事记者。
这个常年奔波在一线的记者就是陈世锋。在
火箭军，几乎没有人不认识他，他就是大家
口中的陈干事和一致公认的摄像大咖。

在火箭军一处训练场地上，刚刚从小斜
坡上一路趔趔趄趄小跑着下来的陈世锋，怀
里紧紧抱着摄像机，衣服和裤子上满是泥
土。面对前来采访他的记者，他微笑着说，
这是他的工作常态，要寻找到最佳角度，拍
摄到最佳效果，爬高上低是常有的事。

夏天的阳光把四面不透风的山坳晒成了
一个“火坑”，在山坳中的一棵大树下，满脸汗
水的陈世锋指着怀里的摄像机笑着说：“这可
是我的宝贝，是我战斗的武器。”从细节看态

度。如果一个人能如此珍视自己的“武器”，必
然会珍视自己的工作。谈到自己的从军经历，
陈世锋说：“来之不易，倍加珍惜。参军是我的
梦想，能够投身军营并有展示自我的舞台，必
然会尽百分之百的力、出百分之百的汗，以追
求完美的态度力求事事做得更好。”

从小就梦想参军、上高中后就奔着考军
校的陈世锋在 1998年高考中“折戟沉沙”。
眼看着梦想破灭，陈世锋一度十分迷茫和消
沉，他不知道自己未来的路在哪里。也就是
这个时候，征兵工作开始了。他的婶子看到
他整天愁眉不展，就建议他直接去参军。那
时候的高中学历很吃香，再加上身体素质
好，当年 12月，他应征入伍，来到了原第
二炮兵部队，从此开启了军旅生涯。

陌生的环境、陌生的面孔，还有严格的
新训班长，让陈世锋感受到种种不适。但就
是在这种种不适中，他坚持完成了3个月新
训。两年的连队生活、工作，他对军营有了

更多的热爱。但始终抱着上军校梦想的陈世
锋没有放下学习，在艰苦的训练之余，他持
之以恒地备考。功夫不负有心人。2000年7
月，他顺利考入军校，再次完成了人生跨
越。在一次次人生转折中，他凭自己的坚韧
不拔，努力寻找人生着力点，用对生活、工
作的执着去实现自己坚持的梦想。

坚守新闻岗位14年

毕业分配如期而至，陈世锋服从组织
安排，来到了某训练团。两年排长的经历
让他对基层有了深刻的认识，而后在团机
关担任新闻干事工作后，他对新闻舆论宣
传工作开始了全新探索。

2007年，他走入军级机关宣传部门担
任电视新闻宣传干事。14年来，从这个团到
那个旅，他的脚步没有一刻停歇，在宣传党
的创新理论和火热的部队生活上，他深知，
只有沾满泥土芳香的新闻故事，才是广大官
兵和社会受众想看到、想关注的，因此他倍
加珍惜这个岗位。 （下转2版）

陈世锋：用镜头“讲”好火箭军故事
本报记者 侯国胜 通讯员 常文明

靳曼曼、曹永庆是夏邑县曹集乡曹西村的一对小夫
妻。随着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打响，坚守防控一线的小两
口，被乡亲们亲切地誉为抗击疫情的“比翼鸟”。

“永庆，核酸检测采样点那边人手少，你快点去那边
支援。”“好的，保证完成任务！”

曹永庆骑上电动车，快速地来到核酸检测采样点，忙
着维持秩序，帮助老人扫码登记，解决实际困难。连续五
轮的全民核酸检测，曹永庆忙得已是筋疲力尽，全身的骨
头仿佛散了架一样。

“永庆，疫情防控卡点那边任务重，来往行人较多，你
快点去卡点帮忙。”8月25日，妻子又给他下了新的任务。

曹永庆又和村里几名志愿者火速赶到村里的防控卡点
上，帮忙散发宣传单，为来往行人和车辆登记、测量体
温。嗓子哑了，他就用手比划着。曹永庆在卡点值勤是铁
面无私的，严格把关，不是本村的车辆和人员，任你说破
嘴皮子也不放行。

靳曼曼、曹永庆对疫情防控工作如此热爱，一个重要

原因是源于党委政府对他们家的关爱。2014年，靳曼曼家
还是曹西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在乡党委、乡政府及驻村
工作队的帮扶下，她流转 10多亩土地，建起 4座温室大
棚，靠种植大棚蔬菜发家致富。村党支部发现靳曼曼不仅
有文化，而且乐于传授种植技术，帮助其他贫困户致富，
就重点培养她。后来，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
后，靳曼曼处处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由于表现突出、群众
威信高，在今年年初村级换届选举中，靳曼曼当选为曹西
村党支部书记。

当前，疫情防控正是关键时期。靳曼曼不分昼夜地奋
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她按照乡党委、乡政府的要求，高
标准设立疫情防控卡点，抽调得力人员在卡点值勤，利用
广播一遍又一遍地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号召全体村民做到
不出门、不聚会、勤洗手、常通风，白事简办、红事缓
办、宴会不办，并把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印发的《致全县广
大人民群众的一封信》发放到家家户户。

8月 4日，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在村里拉开序幕，靳曼

曼每天都工作到深夜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第二天天不
亮又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曹永庆心疼地看着妻子瘦弱的
身子，再也沉不住气了，心想：我刚刚向组织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被村党支部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在疫情防控的
关键时刻，考验我的时刻到了，我也要上战场，和妻子并
肩作战。于是，他写下请战书，交到村党支部。靳曼曼看
到丈夫的请战书，布满血丝的双眼忍不住流下了热泪。

靳曼曼安排曹永庆做疫情防控志愿者，村里哪里有需
要，靳曼曼就把他安排到哪个地方。

“组织把曹西村党支部书记的重任交给我，是对我的
信任，我绝不会辜负党的希望和重托，就是再苦再累再
难，我也得把这个重担挑起来，为父老乡亲办好事办实
事，带领父老乡亲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靳曼曼说。

靳曼曼：

脱贫入党当书记 夫妻并肩战疫情
本报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陈承华

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

本报讯 （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宁津瑜）“满大棚的
青菜一会儿工夫就收完了，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8月 25
日上午，民权县白云寺镇小
浑子村村民高秋成看着一车
车收获的青菜，激动地说。

眼下正是疫情防控的关
键时期，也是秋收农忙时
节。高秋成有 60座大棚的青
菜喜获丰收，受疫情影响，
他不仅雇不到工人来采收青
菜，也给销售带来了不小的
困扰。

8月25日一大早，分管农
业的白云寺镇党委副书记管
红丽刚从地里查看农作物情
况回来，迎头就碰上了来镇
政府寻求帮助的高秋成。“你
来得正好，昨天我已了解到
你们的困难了，今天上午帮
你组织采收青菜的工人就能
到了，快回家做好准备吧！”

“我昨天还在发愁招不到
工人采收，现在好了，镇里
不但帮我招到了工人，还安
排了村干部、志愿者也来帮
忙采收！”高秋成高兴地说。

据白云寺镇镇长王景涛
介绍，面对疫情防控的严峻
形势，为了保障农业生产顺
利进行，该镇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要求，与农户签订了
《疫情防控承诺书》，每个工
人分发编号，每天作业必须
测量体温、戴口罩和消毒。
针对受疫情影响农产品无法
运输售卖的问题，镇政府协
调收购商提前做好核酸检
测，上门收购运输，确保农
户不受损失。

“白云寺镇辖区 3 个合作
社今年种植的春茬糯玉米有
1600 多亩，还有番茄、豆角
等蔬菜基地大概 420多亩，都
到了收获的季节，由于疫情
的原因，收割机械无法进
来，采摘人员也远远不够。”
镇人大主席团主席杜培杰积
极帮助种植户组织招募工
人，安排干部、志愿者帮忙
抢收，还借来两台收割机连
夜开始抢收。

李岗村小香葱基地的负
责人李海潮说：“我们小香葱
基地 7000 多亩种苗亟待培
育，受疫情影响，种苗运输
不进来，培育人员也无法到
位。要是今年这茬小香葱种

不上，损失可就大了。多亏了镇政府帮我们协调种苗过
来，还组织干部和志愿者帮忙培育，真是太感谢他们了！”

26日上午，该镇党委书记梁付营也来到了小浑子村
的秋收现场，他叮嘱镇、村干部不仅要帮群众收下来，而
且还要把收下来的农产品销出去，不能让农民的辛苦白费
了。眼下，全镇上下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正全力以赴
积极帮助农民收获和销售农产品，竭尽全力地保障农民的
最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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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和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是贯穿我

们党百年奋斗史的一条红线。江山就是

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

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对我们这样一个

长期执政的党而言，没有比忘记初心使

命、脱离群众更大的危险。

——习近平2021年6月25日在十九

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

讲话

本报讯（记者 侯国胜）做善事不留姓名，助救灾万里
奔波。日前，在获悉商丘市帮扶商丘好人协会需要长期为参
与各类公益活动的爱心人士准备口罩的消息后，郑州一无名
爱心公益组织委托商丘爱心人士苏进业等为该协会捐赠了6
包装箱医用口罩。

自商丘疫情发生以来，该公益组织克服车辆组织、道路
运输等多方面的困难，为商丘捐赠了3批防疫物资。这些物
资被投用于支援新乡援商医疗队，睢阳区勒马乡政府、东方
办事处等多个乡（镇、办事处），梁园区王楼、水池铺等多
个基层公安派出所，还有两家新闻单位及平原路高速出入口
疫情防控一线值守人员。

据悉，郑州这家无名爱心公益组织，是一个开放式的公
益组织，爱心成员来自我省郑州、开封、商丘、周口、洛阳
等多地市，还有其他省、市的爱心人士参与。他们的宗旨就
是：哪里有需要，他们就支援哪里，哪里有灾情，就援助哪
里。自郑州“7 · 20”特大暴雨灾害至今，该公益组织每天
往各地运送爱心物资，至今往返已1万多公里，为郑州、鹤
壁、新乡、商丘等地捐赠各类物资价值100余万元。

郑州无名爱心公益组织

为我市捐赠3批防疫物资

▶▶3版｜睢县新闻

▶8月25日，示范区平安街道办事处
吴河农贸市场，疫情防控执勤人员在查看
市民健康码。根据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
我市各农贸市场严把入口关，市民进入市
场需佩戴口罩，并扫码、测温，确保市场
环境安全。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睢县合力打响抗疫防汛保民生促生产攻坚战

确保生产销售收入“三稳定”

疫情下7个小时的高效保电
▶▶4版｜民权新闻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记者 张汨汨）中国军队将于
9月6日至15日在陆军确山合同战术训练基地首次举办“共
同命运-2021”国际维和实兵演习。中国、巴基斯坦、蒙
古、泰国等国军队将派出 1000余人参加演习，涵盖步兵、
快反、警卫、直升机、工兵、运输、医疗等维和行动主要
力量。

国防部 8月 26日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局
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介绍，这次演习课题为
多国维和部队联合行动，将按照国际化、专业化、实战化
标准，基于真实场景构设演习环境，主要演练战场侦察、

警戒巡逻、武装护卫、保护平民、应对暴恐袭击、临时行
动基地建设、战场救护以及疫情处置等课目，旨在响应联
合国“为维和而行动”倡议，推动维和出兵国间务实合
作，共同提升维和待命部队执行任务能力。

谭克非说，为和平出征、为和平坚守。中国是联合国
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近日,联合国副秘书
长拉克鲁瓦等多名联合国高级官员高度评价中国蓝盔在联
合国维和行动中作出的突出贡献。中国军队积极践行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将继续加大联合国维和行动参与力度，
始终做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中国军队将首次举办
“共同命运-2021”国际维和实兵演习

8月25日，市第
二实验小学聘请专业
团队对小学部、附属
幼儿园进行全面消
杀。目前，睢阳区各
级各类学校正在大力
开展校园环境整治，
加强防疫物资储备，
全力推进疫苗接种，
制订开学返校、校园
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理
方案，确保广大师生
身体健康与生命安
全，为秋季开学奠定
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邵群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