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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11 点，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环城
高速公路峰林特大桥建设工地，地表温度近 40 摄氏度，施
工人员尚赵军和张正文正忙碌着，汗珠不时从他们的脸颊
滴落，在桥面上形成一个个小水印。

7 月底，火辣辣的太阳照得人头皮发麻。由于天气太
热，缆索吊承重绳上涂抹的润滑油融化后往下掉，在桥面上
形成一个个黑乎乎的斑点。落到衣服上，就是一团黑色，洗
都洗不掉。

“从大桥动工至今，我已经在这个工地干了 1 年多。”尚
赵军是四川南充人，记者 7 月 28 日来到工地时，他和工友
正忙着将钢管架上的扣件卸下来。再有一周，待浇筑索塔和
扫尾工作完成后，他将赶赴下一个工地。

尚赵军是一名“老工地”。由于长期露天作业，他的皮肤被
晒得红里发黑。尚赵军身后，是他和工友 1 年多来的劳动成
果：深入地下数十米的塔基，还有耸立在峡谷的数百米高塔。

峰林特大桥生产副经理杨旭介绍，该桥是兴义环城高
速公路的 3 座特大桥之一，全长 1163 米，主跨 550 米，属于
全线控制性工程。

记者看到，峰林特大桥横跨马岭河大峡谷，峡谷两岸是
悬崖峭壁。“大桥有 2 条承重主缆，每条由 127 束钢绳组成，
重达 2000 余吨。”杨旭说，桥面到谷底的高度是 300 多米，
从索塔顶到谷底的高度超过 400 米。

49 岁的张正文也是一名“老工地”。从业 10 多年，他带
领团队建设了一座又一座大桥。“我们跟着项目走，工地在
哪里，我们就在哪里。”

张正文清晰地记得，最久的一次，他和工友在一个工地
干了两年多时间。但随着架桥技术的提升，建桥速度越来越
快，张正文和工友在每个工地工作的时间越来越短。

“以前扎根深山搞建设，几个月不能回家，现在高铁、高
速公路都很方便，想回就能回。”张正文觉得，自己是桥梁建
设者，也是交通设施日趋完善的受益人。

（记者施钱贵、郑明鸿）新华社贵阳 8 月 1 日电

新华社南宁 7 月 31 日电
（记者周华、曹祎铭、崔博文）起
床洗漱、准备干粮。早上 8 时，
瑶族夫妻护林员黄通甫和黄日
秀吃过简单的早饭，穿上工服，
背起巡山设备和干粮，走向雾
气笼罩的大山。

48 岁的黄通甫是广西大
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滩河
保护站龙道山护林点的一名护
林员，至今已在这个岗位上坚
守了 14 年。2017 年，与他同龄
的妻子黄日秀也加入守护大瑶
山的队伍当中，成为保护区内
唯一的女护林员。

排查火灾隐患，宣传护林
知识，监测林区动植物，登记巡
山情况……这对夫妻负责 6 条
线路的巡山护林工作，一天走
1 条线路，最长的线路来回走
完需要近 7 个小时。

盛夏时节，热浪袭人。黄通
甫和黄日秀钻进半人多高的茅
草丛里，边走边除草，艰难地朝
山中行进。

汗流浃背是黄通甫夫妇巡
山时的常态。“这个季节，经常
是走一会儿浑身就湿透了，像
被雨淋了一样。”黄日秀说。她
的头发早已被汗水打湿，脸上
挂着豆大的汗珠。

山林中常有野猪、豹猫、蛇等野生动物出没，给护林员
的工作增添了危险。多年的巡山经验使他们夫妻二人对多
种野生动物的领地了如指掌，哪片林子有蛇，哪片林子有豹
猫活动，他们脑海中都有一张区域地图。

走累了，夫妻俩便用山泉水洗脸，吃一口随身带的干
粮，坐在树荫下小憩一会儿，然后起身继续巡山。

通往一处防火楼的山路没有台阶，都是泥路，走起来十
分困难，除了护林员外常年无人行走。山路越来越陡，有些
路段狭窄到只够下一只脚，雨后行走容易打滑摔跤，一不小
心就有可能滚下山。

除了工作环境的恶劣，夫妻二人还要忍受巡山的单调
和生活的寂寞。龙道山护林点海拔 1200 多米，管护面积
2 . 5 万多亩。护林点周围人烟稀少、通信信号差，与外界的
联络经常要靠卫星电话。

傍晚时分，走在巡山回来的路上，黄通甫给妻子唱起了
山歌，这是护林员夫妻排遣寂寞的一种方式。

回到护林点，一口小池塘、一块小菜园、一个防火瞭望
台、两座房子，便是黄通甫夫妻二人的“家”。两人、三餐、四
季，巡山护林的这些年，黄通甫夫妇与大山为伍，与森林为
伴，吃住在深山站房，与家人聚少离多。任由风吹日晒雨淋，
夫妻俩始终坚守岗位，携手在茫茫林海中穿行，用脚步丈量
山岭，默默守护这片绿水青山。

近年来，随着森林管护工作力度不断加大，群众生态文
明意识不断增强，保护区内的珍稀动植物数量多了起来。这
些变化夫妻俩看在眼里，甜在心里。

“守山护林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虽然艰苦，但我们无
怨无悔。”黄通甫说。

汗 珠 滴 落 起 高 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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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合肥 7 月 31 日电（记者刘方强、程
士华）民间救援队奔赴一线、两兄弟巡堤抢险、
大学生搬运物资……安徽省阜阳市沿淮四个行
蓄洪区启用前后，在当地党委政府号召下，志愿
服务队伍积极投身淮河防汛一线，以实际行动
践行志愿服务精神。

7 月以来，淮河王家坝闸水位持续上涨，受
到各方关注。各路抗洪抢险救援力量纷纷赶来，
王家坝闸周边车流量比平时增加了好几倍。为
保证救援车辆能第一时间通过，不少身着蓝色
制服、头戴蓝色头盔的志愿者，每天早上 7 点就
来到这里，协助交警维持秩序。

“车多、人多，容易造成交通堵塞，我们组织
了 38 名队员在这里值守。”安徽省阜南蓝天救
援队负责人耿蕊说。

临近中午，队员们各自领到了方便面，打开
车载热水器，不少队员还没来得及吃完，就一手

端着泡面，一手为过往车辆指引方向。
7 月 20 日 8 时 32 分，“千里淮河第一

闸”王家坝闸开闸泄洪，滚滚淮河水流向蒙洼
蓄洪区，一座座庄台变为“孤岛”。

天上下着雨，眼前一片汪洋。蓝天救援队
队员王丽的头发、衣服都被打湿。她和队友们
用橡皮艇运送村民，不断往返于庄台和大堤
之间。有的村民抢收农作物来不及撤退，有的
村民去集镇买东西无法回家，有的村民生病
需要去医院看急诊等，蓝天救援队随叫随到。

阜南蓝天救援队是一支公益性民间救援
力量，在自然灾害和疫情期间，协助政府开展
搜救、信息排查、医疗救助等工作，成员包括
当地公务员、医生、个体工商户等。

“水域救援很危险，需要一定的专业性，
我们都经过专业培训，而且有丰富的救援经
验。”王丽说，王家坝闸启用的前一晚，他们彻

夜未眠，一直处于待命状态。
除了专业的救援队，阜阳当地不少普通

群众也闻“汛”而动，奔赴抗洪第一线。
20 岁的海子城是一名大学生，看到共青

团阜南县委招募志愿者，他第一时间报了名。
哥哥海子洋是一名武警战士，回来休假时赶
上王家坝闸泄洪，也毫不犹豫地报名加入突
击队。他说：“我在部队有过抢险的经历，保护
家园，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大堤上，两兄弟每晚都忙到 11 点多，然
后共骑一辆电动车，回五公里外的家。“累肯
定累，但还是要坚持。”海子城说，“学校里的
老师和同学们都在朋友圈里给我点赞，我觉
得挺光荣。”

近期，阜阳市文明办发出防汛救灾志愿
服务倡议书，号召志愿服务组织、广大志愿者
发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

神，向广大受灾群众伸出援手。到目前为止，
全市约 5 万名党员志愿者、19 万名文明实践
志愿者、1600 家注册志愿服务组织奋战在抗
洪一线。

“ 50 箱方便面、50 箱火腿肠，数量正
好。”刚干完队里安排的堤坝排险工作，史一
诺又去帮队员搬运并清点刚运达的救灾
物资。

史一诺从小就生活在蒙洼蓄洪区，今年
19 岁，是安徽财经大学的一名大二学生。暑
期放假在家，她跟随父亲加入了阜南义工队
伍。防汛排险、盘点物资……无论晴天还是下
雨，瘦弱的她干起活来毫不含糊。

“现在正是需要人的时候，做点力所能及
的事是应该的。”史一诺说，“在防汛救灾志愿
服务中，我们不仅帮助了别人，也成就了自
己。”

淮 河 防 汛 一 线 的“ 暑 期 蓝 ”
安徽阜阳：志愿服务队伍积极投身抗洪抢险

新华社武汉 8 月 1 日电（记者廖君、田中
全）7 月 31 日开始，武汉高中阶段非毕业年级
的学生正式放暑假。初一、初二年级学生再过不
到 10 天，即将重返校园。

对武汉中小学生来说，2020 年的这个暑假
不一般，因为疫情影响，大部分人从寒假一直在
家待到暑假。无论是重新回到学校上课，还是线
上学习，享受短暂的假期，武汉中小学生的这个
暑假依旧丰富多彩。

来之不易的复课时光

尽管复课才 1 个月左右，但对武汉第四十
九中学高二学生魏琛林来说，一张安静的书桌
来之不易。魏琛林说：“我们这一代要加倍努力，
为社会和国家多做贡献。”

经历过此次疫情，让武汉第十九初级中学
初二年级的赵鲁豫更加懂得生活的艰辛。暑假
期间，赵鲁豫拉上同学自发为环卫工人做起了
早餐。

“疫情之下，坚守在岗位上的人们很伟大，
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就想用一点实际行动
来回报他们。”赵鲁豫说，“我们几个同学和家长
早上 5 点起床，为环卫工人炒了青菜，煎了鸡蛋

饼，带了热豆浆，给他们送到岗位上。”
8 月 10 日，武汉初中学校将迎来线下开

学复课。这个暑假，武汉市第十九初级中学政
教处主任王皎一直在学校值班，为开学做全
面准备。

王皎说，每年寒暑假学校会安排核心素
养养成实践活动，今年学校侧重暑期学生的
安全方面。武汉遭遇疫情，今年孩子们在家时
间长，再加上防汛，学校有 3 个教育着重点：
防溺水安全教育、防网络诈骗和居家安全。

暑假时间表更加丰富

网课期间，因为父母上班，许多独自在家
的孩子们学会了制定时间表，有效安排自己
的学习和生活。暑假里，他们也顺势更新了时
间表。

武汉市江岸区沈阳路小学学生小洋（化
名）很有心得：“网课期间，学校的课更满一
些，学习任务更重；暑假虽然爸妈也为我报了
线上网课，但课没那么多，现在也还没开始，
我就计划做一些自己想做而没时间做的事。
比如，每天和妈妈一起出去散散步，去琴房练
钢琴。”

18：00 — 19：00 练琴，19：00 — 20：
00 和妈妈围着小区散步，20：00 — 21：00
检查作业、洗漱，21：30 睡觉，第二天 6：00
起床。记者看到，小洋把自己的暑假安排得井
井有条。小洋说：“我学琴 5 年了，疫情期间我
去不了琴房，很着急。暑假要好好练琴，备考
钢琴五级。”

疫情前，武汉第十九初级中学学生贺天
宇买了笛子，本打算学一学，但学习时间紧
张，笛子就被他放在了一边。居家上网课后，
空余时间多了一点儿，被冷落的笛子又成了
贺天宇的“小伙伴”。

贺天宇说：“暑假期间还在继续学吹笛
子，希望能更加熟练地吹奏。”

喜欢樱花的赵鲁豫每年都会到武汉大学
赏樱，今年她没能去现场赏樱。“虽然遗憾，但
暑假期间我画了樱花。”赵鲁豫开心地说，利
用暑假，自己参加了学校安排的综合素质发
展活动。自主选题、自主研究，对樱花进行了
一番研究。

将目光更多注视到身边美景

每年暑假都是父母带孩子出去旅游的高

峰期。一些家长说，今年基本上只在省内或者
市内游览一下。

“妈妈说，今年暑假我不能外出长线旅
游。”新城小学学生彭宇萌失落地告诉记
者，去年暑假她参加了一个夏令营，学着做
手工、做实验，还与外教交流，一起玩
游戏。

“蹲家里也不是说哪里都不去，为了丰富
假期生活，让她放松一些，还是会带她去武汉
周边的城市游览。”彭宇萌的妈妈说，疫情还
没结束，就不出远门了，她打算安排一些周边
游。“武汉现在有不少做这种线路的团队，每
次行程时间不长，但是安排得紧凑合理。我们
准备安排周边自助游，让孩子放松心情，也能
学到课本之外的知识。”

记者近日在武汉洪山体育中心看到，
中心举办的夏令营开设了篮球、游泳、羽毛
球、击剑等项目，吸引了不少家长带孩子
报名。

胡女士的女儿在华中科大附属小学上
学。她说，疫情期间，孩子长时间在家，加上网
课，对孩子的眼睛不好。报了羽毛球班，让孩
子在暑假动一动，增强身体免疫力。

武汉：这个不一般的暑假依旧多彩

“家没了，冰箱里的冰棍也
没了。不过现在住在这儿也挺好
玩的，很多老师陪我们玩，也挺
开心的。”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
中坪镇建设村三年级学生胡万
通说。不久前，一场山体滑坡损
毁了他家的房屋，目前他和家人
住在当地的一处临时安置点。

入汛以来，贵州多地遭遇
强降雨后，发生山体滑坡。从 7
月 8 日至今，中坪镇已经发生
两起山体滑坡，由于监测和转
移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转移
出的部分村民，居住在这处临
时安置点。

这是一所即将完工的学
校，站在学校操场上可以看到
不远处大片被山体滑坡冲击损
毁的房屋。据当地工作人员介
绍，安置点内住着中坪镇 4 个
地质灾害点的 30 余户村民。二
楼的教室改为宿舍，一楼则是
仓库和供孩子们使用的教室。

目前，安置点内还有 30 多
名学龄儿童。正值暑期，当地部
分学校组织教师和志愿者发挥
所长，为安置点的孩子们开展

丰富多彩的夏令营活动。
“活动是从 7 月 13 日开始的，目前已经开

展半个多月了。我们从黔西县一小、二小、三小
抽调有爱心、业务能力强的老师，轮流过来上
课，学生们都很喜欢。”黔西县第一小学校长朱
才利告诉记者，夏令营里的课程包括音乐、绘
画、书法等。

下午 3 点，记者来到夏令营教室，老师们正
组织孩子们进行“破冰游戏”。趣味拼图、比赛吹
气球、找凳子，一个个游戏让孩子们玩得不亦乐
乎。胡万通比较调皮，却对老师们充满了好感。
他把记者也当成了老师，一直缠着不让走。在游
戏中，胡万通率先完成任务，在老师的带领下，
还乖乖地为身边的小伙伴加油鼓劲。

教室里的两面墙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其中
一面墙挂满了孩子们这段时间以来美术课上画
的水彩画；另一面则是安置点内老师们为孩子
们设置的心愿墙，墙上写满了孩子们的童言童
语以及心里最真切的希望：“希望滑坡能早日结
束”“长大后，我要当太空人”“我想读书”……

谈及这次活动的初衷，朱才利说：“刚来到
安置点，我们看到孩子们有的玩手机，有的在打
闹，非常混乱，家长们也表示，目前最担心的就
是孩子们的管理问题。因此我们决定举办这次
活动，让孩子们能够在快乐玩耍中陶冶情操。”

黔西县第三小学教师聂尧霞已经是第 4 次
到安置点轮岗了。在第一次结束上课要离开时，
30 多名孩子将她“团团围住”，不让她走，这让
她十分感动，当即答应孩子们还会再来。“当我
看到孩子们一张张稚嫩的小脸洋溢着灿烂笑容
的时候，我就想着一定要和他们一起走出困境，
迎接灾后的重建。”聂尧霞说。
（记者杨欣、吴斯洋）新华社贵阳 7 月 3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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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着他！”“好球！快组织反击！”在
河南省实验中学足球场上，46 岁的主教
练窦志刚在指导球员们进行对抗练习。

暑假期间，窦志刚和他的球员们每
天都会坚持训练，他也会为球队制定不
同的训练计划，包括力量训练、分组对
抗、技战术讲解等，“上午两个小时的训
练，无论风雨，都要进行。”窦志刚说。

训练期间，豆大的汗珠从球员们略
显稚嫩的脸庞上滑落，浸透他们的球衣。
“我经常给孩子们讲一句话‘用汗水浇铸

荣誉’，我觉得我们日常训练中的汗水，是我
们取得成绩的基石。”窦志刚说。

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中足球队是郑州市校
园足球的传统强队，2017 年，球队获得中国
中学生足协杯男子高中甲组比赛冠军；2019
年获中国中学生足球锦标赛男子组冠军；也
曾蝉联 2017 至 2019 年三届河南省校园足球
“省长杯”足球赛高中男子组冠军。

凝结着汗水的一件件球衣，铸就着荣耀
的一座座奖杯，将伴随球员们冲击下一个
冠军。

暑练 ，冠军的汗水

大图：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中足球队队员郭林枫
（右）、曹森浩（中）在训练间隙休息（7 月 22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右上：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中足球队队员马铭辰
在进行头球练习（7 月 22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嘉南摄

左下：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中足球队队员张滨琼
在进行杠铃深蹲训练（7 月 22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新华融媒选粹

志志 愿愿 服服 务务 在在 暑暑 期期

在安徽省凤台县防汛一线，活跃着
30 多名“ 00 后”志愿者的身影。他们有
的巡堤查险，有的装运物资，有的引导服
务……这群闻“汛”而动、踏浪前行的年
轻人，用自己的担当和勇气守护着家园。
扫描二维码，观看相关视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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