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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3月4日召开会议，研究当前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社会运行重点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当前已初步呈现疫情防

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必须深入贯彻落

实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精神，加快建立

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完善相关举措，巩固和拓

展这一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力争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早日全面步入

正常轨道，为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创造条件。 （据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本报综合消息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政

府本着对民众和国际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了

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对全球公共

卫生事业尽心尽责，获得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外媒

和国际人士认为，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高效、公开

透明的一系列举措，不仅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还为维护全球和地区公共卫生安全

作出了积极贡献，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与此

同时，韩国、日本等一些国家连日来新冠病毒感染

病例持续增多，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抗疫也给予了力

所能及的帮助。中方积极伸出援手，展现着命运与

共的担当，传递着携手抗疫的决心，也折射出守望

相助的理念。

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发表

重要讲话，引发外媒聚焦。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发布战“疫”动员令，精心部署，鼓舞士

气。中国积极有效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为世界赢得

了更多主动。国际社会认为，中国政府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给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吃

下“定心丸”。

连日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疫情发展。以新冠

肺炎疫情为敌人的抗疫战不仅在国内，也在世界多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着。截至目前，全球已有数十个

国家和地区报告感染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

德塞在新型冠状病毒全球研究与创新论坛上表示，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全球在政治、资金以及科学领

域的团结都是考验。在这场看不见敌人的战争中，

每个国家、地区，每个人都是紧密相连的战友，各国

政府、国际组织、企业及海外侨民纷纷在第一时间伸

出援手，为共同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日前在第56届

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中谈到，中国并不是孤军

作战，国际社会也给予了我们宝贵的精神支持和物

质援助。各国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情在共同抗击疫

情中得到了升华。全球已有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

织的领导人专门发函致电中国，表达对中方的坚定

支持。各国政要连日来也纷纷公开发声，为武汉加

油，为中国加油。在中国抗击疫情最艰苦的日子里，

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坚定地站在一起，纷纷向中国

捐赠款物，并以多种形式表达支持。印尼警察演唱

“武汉加油歌”，英国小学生合唱“让世界充满爱”，阿

联酋哈利法塔亮起“中国红”，德国拜仁慕尼黑足球

俱乐部也专门为中国加油打气。据统计，对中国进

行抗疫援助的海外机构，大部分来自亚洲地区，来自

欧洲地区的机构数量排名第二，来自非洲地区的机

构数量排名第三。在这些海外机构中，大部分来自

于政府，占总量的 59%；其次是华人社团，占比

17%；境外非政府组织占比13%，排名第三。

病毒无国界，邻国有爱心。中日韩三国人民在

疫情面前携手互助的一系列举动，诠释了三国同舟

共济、守望相助的深情厚谊。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挑战，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以及外长通过打电话、访

问、会见等多种形式，就抗击疫情和加强合作交换意

见、指明方向。韩国各界向中国捐赠了大量物资和

款项。韩国新任驻武汉总领事在武汉疫情最严重时

搭乘临时货机赴任，被称为同甘共苦的“逆行者”。

日本政府、地方、企业、民间纷纷伸出援手，提供了宝

贵的道义和物资援助，“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成为一

道合作的风景线。日本友好团体在送往中国的物资

上写了一句中国古诗：“岂曰无衣，与子同裳”，表达

一衣带水的邻邦对中国人民的感同身受。针对日、

韩医疗物资短缺，中国克服自身物资紧张的困难，向

其紧急提供了病毒检测试剂盒、防护服和口罩等抗

疫物资。

扶危济困、互帮互助素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疫情发生以来，广大华侨华人也一直在为支援

祖国抗击疫情忙碌着。天涯海角隔不开海外侨胞的

赤子之心，万水千山斩不断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

海外华侨华人纷纷主动联系中国驻外使领馆，表达

对祖国人民的深切关爱和支持。旅居20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广大海外侨胞自发组织起来，以各种方式

和渠道伸出援手，助力祖国抗击疫情。一箱箱医用

物资、一长串行李托运单、一句句“武汉加油”，犹如

一股股暖流，源源不断地从世界各地汇向中国。

此外，各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以及相关机构正携

起手来，在科研攻关、临床治疗、抗病毒药物及疫苗

研发等领域加强合作，共同战“疫”。“国际社会应与

中国共度时艰。”新加坡《联合早报》以此为题刊发社

论表示，为防控疫情，中国已采取高度严谨、世界从

未见过的抗疫行动。“不同国家团结在一起，世界就

会变得更强大，才能汇聚集体的力量和资源抗击疫

情，构建一个更安全、健康和繁荣的世界。”美国《国

会山报》发表评论称，如果要防止疫情全面演变成一

场全球流行病，全球协同一致应对势在必行。

（丛子钰综合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环

球时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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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无国界 协力抗疫

2月28日，在英国伦敦金融城市政厅，学生们演唱由比利时、中国和英国艺术家共同创作的歌曲《黎明的
编钟声》。当天，伦敦金融城与中英工商界联合举办“中英携手，爱心传递”公益活动。活动以“共同战‘疫’，
命运与共”为主题，彰显中英携手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信心。 新华社记者 韩 岩 摄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

深入，身在广西的作家东西也在密

切关注着最新进展。他每天都看新

闻，百感交集，偶尔跟熟悉的湖北作

家联系，但也帮不上忙，只能问候一

下。他说，广西的防控力度非常大，

社区、校园都实施封闭式管理。自

己住在大学校园里，出门要申请，因

此基本没出门。在关注疫情之余，

他也努力地写一点文字，但也仅仅

是一点而已。

近期，湖北之外的大量企事业

单位正在逐渐复工。东西说，广西

从2月24日20时起，已把疫情防控

响应级别由一级调整为三级，复工

也正在有序地进行。在将防疫工作

放在第一位的同时，各地都努力保

证道路畅通，先让物资流动起来。

学生们现在都是在网上上课。

一个多月来，无数一线医护人

员、社区工作者以及各行各业的普

通人为抗击疫情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中不少人和事令东西印象深刻。

他说，广西医疗队是较早赴武汉的医疗队

之一，看了他们出发的视频，让人非常感

动，自己不仅为他们点赞，也转发了他们

出发的新闻。后来广西又驰援了几支医

疗队，其中一支以护理为主。出发前护士

长对领队说，我把这些姑娘交给你了，你

必须把她们好好地带回来，否则饶不了

你。听罢不禁让人热泪盈眶。

东西说，广西此次对口支援的是湖

北十堰市，最近广西向十堰市发送了不

少支援物资。十堰那边喜欢螺蛳粉，于

是广西在柳州组织了好多螺蛳粉运过

去。“螺蛳粉现在已经成了热搜。”

谈及作家此时面对疫情能做些

什么、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东西

说，此次不少湖北作家在一线写下

了许多真实的故事，让远在天涯的

我们仿佛身临其境。自己除了敬佩

他们，更祈求他们平安。新闻报道

大多是数字，文学则是写有血有肉

的人。有人说，新闻结束的地方文

学才刚刚开始，所以在灾难面前，作

家不会缺席。但作家对灾难的写作

不应一哄而上，而是需要倾注思想

和情感，也需要时间来沉淀。从某

种意义上讲，作家是预告灾难的人，

他们常常虚构未曾发生的灾难，这

不是诅咒，而是一种警示。而灾难

发生后的写作大都是反思。如果作

家对这两者都无感，那说明这个作

家与灾难题材无缘，就像有的作家

一辈子都写不了战争题材一样。因

此，当我们真的写不出优质的灾难

文学时，不如就喊一声：“加油！”这

比硬写、瞎写、乱写要强。

疫情发生期间，人们对公共安全管

理、医疗卫生等许多领域都产生了新的思

考。在东西看来，这些问题应该由专家来

规划，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尖锐的想法，但

那都不够科学。就像不能因为我们发现

了某部作品中的错别字或病句，就仿佛拥

有了对这部作品优劣的绝对评判权一

样。同理，不能因为我们发现了公共安全

管理、医疗卫生方面的某些漏洞，就仿佛

拥有了真理般的发言权。希望专业的事

交给专家来办，主管部门能多听取一些专

家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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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觅） 日前，由湖南

省委宣传部、湖南省文明办、湖南省新闻

出版局组织策划的《你信大爱我信你——

潇湘家书·抗疫篇》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

版，致敬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和为

抗疫作出贡献的人们。

“潇湘家书”活动由湖南省委宣传部

联合10余家湖南省直单位于今年1月初

发起，倡导广大三湘儿女书写家书，通过

挖掘家书及其背后的故事，记录三湘大地

脱贫攻坚的喜人变化，讲述浓浓亲情，营

造爱国爱家的良好社会氛围。随着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阻击战的打响，广大一线医务

人员、党员干部、公安民警、社区工作者、

志愿者以大无畏的奉献精神和责任担当，

站在了抗疫战场的最前线，成为这个时期

最美的“逆行者”。因为出征和分别，他们

用家书这种特别方式，述说彼此的牵挂、

思念、坚守和希望。

《你信大爱我信你——潇湘家书·抗

疫篇》从医务人员等一线抗疫群体书写的

3000余封抗疫家书中精选81封汇编成

册。全书近18万字，采用“书信＋图片”的

方式，记录了一个个平凡而又感人至深的

真实故事。书中既有湖南一线抗疫医护人

员给亲人的家书，有党员干部的请战书，

也有体现抗疫人员家属对抗疫工作的坚

定支持、赶赴湖北支援疫区工作人员的无

私奉献、各行各业人们的坚守岗位、湖北

人民的感动致谢等内容的书信。这些书信

犹如一股股暖流，激发正能量，弘扬真善

美，起到了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作

用。湖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宏

森表示：“疫无情，人有情，留存这些宝贵

文字汇编成书，意义重大。”

据悉，为使该书尽快与读者见面，湖

南文艺出版社仅用一个星期就完成了稿

件精选、编辑加工、排版设计、印刷装订等

出版流程。该书还将赠送给支援湖北的医

务工作者。

潇湘家书致敬最美“逆行者”
我曾有三次深入乡村的经历。一次是40年前，

作为“知青”去插队。还有一次是5年前，作为作家，

去曾经插队的县挂职。这是第三次，虽然时间最短，

却是感受最深的一次。

我第一次到赣南是在十几年前，后来又来过很

多次。我是地道的北方人，祖籍北京，生长在天津，血

液里融的是纯正的北方文化，尤其是京津冀一带的

地域文化。但来赣南并不感觉陌生。我曾经想过这个

问题，或许因为赣南多是客家人，还保留着很多中原

文化的传统和生活习惯。总之，我从第一次来这里，

就有一种重归故里的感觉。

赣南面积很大，有3.9万多平方公里，比台湾省

的面积还大。这次不仅是我最深入，也是走得最远的

一次，从最北部走到最东部，又从西南部，走到最南

部，几乎走遍了赣南的四分之三还要多。让我意外的

是，几年没来，这里竟然又有了如此大的变化。

人的感受分两种，一种是突然冒出来的，另一种

则如同摄像机的后焦，是一点一点清晰起来的。我这

两种感受都有。如果用两个字说，就是“温度”。

今天的乡村确实已经有了温度。这个温度也分

外在的和内在的。从外在看，哪怕是大山深处的乡

村，也已不再荒僻冷清，不仅有硬化的道路通进去，

村庄也亮起来，一应基础设施已经很完善。但真正体

现温度的还是内部。我发现，如果借用一个核反应的

术语来说，几乎每个村庄的内部都在发生着“聚变”

和“裂变”。这种变化主要来自人的内心。表面虽不动

声色，但产生的温度却很炽热。这个温度，就是对摆

脱贫穷、走出贫困的热望。贫穷和贫困还不是一回

事。贫穷是一种状态，而贫困，则是因为这种状态陷

入的一种境遇。

当然，引发这一系列“聚变”和“裂变”的，是我们

工作在最基层的扶贫干部。

“扶贫”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但让我没想到的

是，这些扶贫干部都如此年轻，甚至比我当年插队时

的年龄大不了多少。也正是这些年轻人，他们用努力

的默默的工作，乃至用鲜血和生命，点燃了贫困人们

对生活的热情，进而引发了这样的“聚变”和“裂变”。

乡村是人类聚居的起点。从这个意义说，它也应

该是今天城市的“化石”。但随着城市的兴起，乡村也

被赋予了另一种含义。以美国人类学家R.D.罗德菲

尔德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乡村是人口稀

少、比较隔绝、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基础，人们生

活基本相似，而与社会的其他部分，特别是城市有所

不同的地方。”应该说，这样的描述，更像我当年插队

时的乡村。但今天的乡村已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这

种感觉，我在5年前去曾经插队的那个县挂职时就

已感受到了。这次的感受就更加强烈。

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今天的乡村与城市的距离

正在缩小，这是个事实。这种缩小既包括空间距离，

也包括心理距离，更包括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距

离。这种距离不断缩小的趋势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

然。这个曾经的“化石”，正在被赋予新的生命。也许

在短时间内，这种距离缩小的进程会受到经济状况

的影响或束缚，但从另一个层面的意义来说，它并不

完全由经济状况决定，而是来自一种形而上的动力。

当然，正是由于这块“化石”正在苏醒，也为今天的扶

贫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或者说，提供了一个有促

进作用的“场”。所以，在我们扶贫工作者的努力下，

贫困的乡村和人们一旦被点燃热情，产生的“聚变”

和“裂变”所释放出的能量是惊人的。如此一来，一旦

脱贫，也就会产生一个质的飞跃。

我想，2020年应该是中国乡村的一个里程碑。

再过多少年，再有R.D.罗德菲尔德这样的人类学家

要研究中国乡村，应该把这一年作为一个坐标。而在

这个坐标上，应该标注上这样一群人。这里有一组数

字：自扶贫工作开展以来，江西全省一共选拔了1.22

万名干部，派到第一线的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此外

还有3.97万名工作队员工作在基层。这几年，他们

用汗水、鲜血乃至自己的生命，默默地工作着。其中，

有39人永远地倒下了。

上世纪50年代初，作家魏巍曾写过一篇著名的

文学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今天我想说，我们这些

工作在最基层的扶贫干部，也是最可爱的人。

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关键。为进一步推动广大作家深入脱贫

攻坚第一线，创作一批深刻反映脱贫攻坚战的

文学精品，中国作协于去年9月组织了“脱贫攻

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遴选25位小说家、

报告文学作家和诗人奔赴全国20多个省区市

的扶贫点深入生活、采访创作。到目前为止，有

的作家已经完成采访，有的正在创作或已经完

成创作。本报将对此密切关注，陆续刊发作家

们的访谈和创作谈，为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营

造良好氛围。本期刊发的是作家王松赴江西采

访的创作谈。

——编 者

触摸乡村的温度
□王 松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创作进行时创作进行时

本报讯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辽

宁作协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

疫情防疫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全省

范围内组织作家创作抗疫作品，用文学

的方式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通过

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多种文体，展

现坚守在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及社会各

界抗击疫情的先进事迹和感人故事，传递

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勇气和决心。

辽宁作家网于1月31日开辟“我们

一起共克时艰——辽宁作家在行动”专

栏，征集并收录辽宁作家及文学爱好者在

这一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以记录这场抗

疫阻击战中值得铭记的时刻。耄耋之年的

王向峰时刻关注疫情发展，被全国上下抗

击疫情的壮举所感动，奋笔写下《为辽宁

援鄂医疗队出征壮行》等多首诗作。孙惠

芬以一贯细腻的笔触，记录了疫情之下那

些人与人之间、变与不变的“致无尽亲

情”，祈愿“春暖花开”早日到来。截至3月

5日，辽宁作家网抗疫专栏已发表文学作

品185篇（组、首），全部为辽宁作家原创，

不少作品已在网上广泛流传，并在《光明

日报》等媒体发表。

日前，辽宁作协组织10余名作家深

入抗疫一线，采访抗疫一线的优秀医务工

作者，开展报告文学创作，并将作品推荐

给《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和《中国作家》等

文学期刊。关捷书写辽宁医疗队支援湖北

的报告文学《担当》刊发于2月29日《人

民日报》大地副刊，冯金彦的报告文学《生

命守望者》也即将刊发。王开的报告文学

《“疫”不容辞》在《中国作家》今年第2期

发表，韩光的报告文学《巾帼四次上战场》

将在《解放军文艺》今年第4期发表。

《辽宁作家》全体编辑近日分别向知

名作家、辽宁籍的中国作协会员和辽宁省

作协会员组稿，先后征集诗歌作品200余

首，散文及其他作品50余篇。经过筛选，

其中部分作品第一时间发表在辽宁作家

网上，并择优推荐到全国各地的重要报刊

和文学网站。其中，周艳丽的散文《悬浮的

花帽子》即将在《散文》“抗疫专刊”发表，

宁明的组诗《英雄出征》、李皓的《大连护

士——密码和长发》、刘川的《记忆》、韩春

燕的《祈祷平安》、周荣的《天使白》被中国

诗歌网转载，“锦州作家在行动”系列的

13首诗歌在《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为

集中展示这些优秀作品，以文学的方式为

抗击疫情鼓劲，展示辽宁人民在抗击疫情

过程中的感人事迹和作家的爱国之心、悲

悯之情，《辽宁作家》今年第2期特别推出

“抗疫”作品专刊，共刊发在全国引起较大

反响的报告文学2篇、散文作品7篇、诗

歌近20组（首）。

此外，班宇的短篇小说《凌空》、张鲁

镭的短篇小说《风筝》、周建新的长篇小说

《锦西卫》已提供给全国抗疫公益阅读。

（辽 作）

辽宁作协积极组织抗疫题材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