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25 日，所党委召开会
议，集体学习《求是》杂志刊发
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为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
支撑》，党委书记王华主持会议
并讲话。全体党委委员参加学习。

会上，党委副书记毛志远
领学《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与会人
员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
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
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
创新”的讲话内涵，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面对当前疫情防
控的重点难点问题，为打赢疫
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

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而提出
7 个方面的具体要求。

王华指出，疫情发生后，
所领导班子第一时间响应，对
疫情防控科技攻关迅速开展部
署，目前在病毒检测与防护方
面取得了多项应用成果。一线
工作人员不畏艰难、冲锋在前，
为研究所疫情防控做了大量辛
苦工作。党员和党组织充分发
挥两个作用，积极投身疫情防
控工作。部分职工家属和研究
生参与武汉医疗救治、冲到了
社区防疫一线，体现了责任与
担当。王华代表所党委向奋战
在一线的科研和管理人员表示
感谢，要求宣传他们在疫情防

控工作中的先进事迹。
王华要求，当前疫情还未

消除，全所要克服松懈心理和麻
痹思想，落实落细各项疫情防控
工作。同时，按照今年目标任务
和重点工作，抓紧推进研究所各
项科研工作，把疫情对科研工作
的影响降到最低，争取早日实现
疫情防控全面胜利。

会议还组织学习了近期中
共中央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
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
例》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的

《党委 ( 党组 ) 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规定》。讨论了
有关党建工作和“三重一大”
事项。（文 / 高杨）

所党委集体学习《求是》杂志
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4 月 13 日下午，我所召开情况通报会。
会议由党委书记王华主持。

所长刘中民通报了中科院洁净能源创新
研究院推进情况、洁净能源先导专项实施情
况、榆林国家级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建设情
况、“大连先进光源”申请情况、国科大能源
学院使用规划、辽宁实验室建设情况以及我
所学科规划工作。刘中民指出，我所要把握
当前战略机遇，补齐短板，实现跨越式发展。

刘中民就我所积极部署疫情防控、紧急
启动疫情攻关项目以及系列抗“疫”科研成果、

信息发布管理等向参会人员进行了通报。刘
中民要求，当前疫情尚未结束，所内各项抗

“疫”工作要层层压实责任，把各项工作抓实
抓细抓落地，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此外，刘中民还就我所通过院党组巡视
整改、“模范机关”创建、科技、科教基础设
施建设、人才、招生工作以及研究组调整等
近期重点工作情况进行了通报。　　　　

最后，王华就我所学科规划、“大连光源”
建设、能源学院搬迁、人才队伍建设以及学
生的返校情况等方面工作进行了【下转 4 版】

我所召开情况通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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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侵武汉，人民都嗟
叹，不敢串门拒言谈。
抬眼望，仰天恨魔残，肆虐
国民遭苦患。
党的号令如山倒，众志成城
直奔前线救灾难。
五洲四海尘和土，八千里路
云和月，地冻天寒。
万余勇士舍生忘死救病患，争
分夺秒，力挽狂澜。
光阴紧，时间迫。不到半月，
壮志凌云神速建成火神、雷
神两医院。
各种救灾物资运湖北，全国
一盘棋，只有大国能做到，

调配如此有序井然。
为祖国骄傲，为中华自豪，
广受世人点赞。
大灾面前不退缩，齐心协力
抗病疫，皆是英雄好汉。
灾情如明镜，忠奸善恶看得
明，疾风知劲草，艰难见人心，
患难之际见真情。
党的坚强统一领导，是抗疫救
灾的基石。唯有她才能担当指
挥若定，号召各条战线奋力苦
干。
钟老是南山的翠绿苍松，为
这次抗疫立下汗马功劳。他
预言病毒必将被消灭，但警
示不要防情松懈。
黑暗终究会过去，曙光必将
会来临。寒冬即将逝去，迎
来就是百花盛开春满园。

逆行的微光

抗疫有感
□周志平

疫魔翩跹出荆楚，
惶恐萦绕入人心。
领袖一呼动天地，
壮士万应震河山。
兴幸今朝制度优，
才免万民历魔难。
待到山花红胜火，
神州到处逐笑颜。

2020 年 1 月，新冠病毒
肺炎突然来袭，医护人员奔赴

“战场”救治患者的同时，疫
情的发展也牵动着全国人民的
心，无数普通人行动了起来，
为阻挡疫情蔓延贡献力量。

王萍老师是我所为老服
务志愿者。她居住的小区没

有物业，1000 多户居民只从
一个门口进出，防控压力很
大。当她听说社区人手严重
不足后，第一时间报名担当
志愿者，义无反顾地加入到

“逆 行 者”的 行 列。从 2 月
27 日开始，王萍顾不上严峻
的形势和传染的风险，坚守
在小区的门口，负责给进入
小区人员测量体温、检查证
件、登记出入信息……一周
三班，一班三个小时，她不
辞辛苦，无私奉献，舍小家
保大家，以实际行动为居民
们筑牢疫情防控的安全线。

当被问到为什么在这个
特殊时期挺身而出，王萍的

回答非常朴实，“这是我应该
做的，疫情当前，有一点热
就发一点光”。她不求回报，
也不图扬名，彰显了志愿者
的奉献本色。微光成炬，善
举暖心，向王萍老师致敬！

（文 / 孙凤鸣）

战疫瘟
□谢炳炎

淡淡清香报春来 □白雪芳



全民抗疫的颂歌

□吴钦厚

全民抗疫的颂歌

2020 年春节前夕，
国人还沉浸在节日的氛围里。
就在这时，
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突发。
武汉是这场疫情的重灾区，
成千上万的市民受到病毒感染，
生命危在旦夕，期待救援。
遏制疫情蔓延，
救治患者，
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首选。
在这生命攸关的紧要关头，
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
亲自部署、亲自领导，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打起了一场联防联控，
围剿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
争。
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
果断决策和精准施策的战略
方针指导下，
使这场威震全球的抗疫大战
打得有声有色，
波澜壮阔。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以强大的国力为支撑，
以亿万人民为中坚，
人、财、物有效配给，
像滚滚洪流汇聚武汉。
请看：
由 解 放 军 和 各 省 市 组 成 的
346 支医疗队，
四万二千多人，急奔疫情前线。
他们不惧困难，逆向而行，
舍弃小家，为大家。

发扬大爱仁心，
救治患者，
抢救生命，
做出了重要贡献。
武汉是疫情的重灾区，
患者爆满，
医院告急。
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
风尘仆仆汇集武汉。
他们超常劳动，
加班加点，
和病魔抢时间。
在那艰苦的条件下，
仅用了不到二十天的时间，
就先后建成了“武汉火神山
医院”和“武汉雷神山医院”。
紧接着又建起了遍布武汉的
十四座方舱医院。
这种速度世界罕见，
这种速度令人惊叹！
这就是中国的速度，
是中国力量的展现。
这次全民抗疫的阻击战，
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共产党
员都冲杀在抗疫的第一线，
广大公安干警和社区工作者，
舍小家，为大家，
恪尽职守，
严密防范，
筑起了联防联控的社区防线。
严防疫情蔓延，
确保人民生命安全。
党徽在身边闪光，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都得以充分的
展现。
疫情无国界，
大爱无边，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勇把大国担当挑在肩上。
在中国爆发疫情时，
及时向世界各国发布信息。
信息公开、透明，
经验共享。
为世界各国抗击疫情赢得了
时间，
把世界团结抗疫的号角吹响。
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发展，
中国及时派出了医疗队，
抗疫物资源源不断，
运往受援国的抗疫战场。
中国的义举深受世界各国称
赞，
中国的国歌，
在世界多国奏响，
中国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面对全民抗疫大捷的特大喜
讯，
面对祖国日趋增加的大国担
当，
国人无不欢欣鼓舞， 
激情炽燃。
为祖国鼓掌祝福。
祝愿伟大的祖国，
在强国富民大道上，
带领全国人民，再展宏图，
创伟业，
建设更加美好的明天。

□吴钦厚



勇 迪

人生的记录

活到八十多岁，我看了无数个电影。
有喜剧片，悲剧片，爱情片，家事片，很多很多。
但有一部电影很长很长，
这就是我人生的记录片。
很真实，很曲折，很琐碎，也很美好。
现在，我经常会拿出我的回忆放映机
看一看，乐一乐，忆一忆，
感慨一下年轻，想念一下故人。
我看到了我出生的故土—上海滩翻天覆地的变化，
看到了在厦门前线炮火里年轻勇敢的我，
看到了党旗下激动宣誓的我，
看到了大连化物所一步一步走向辉煌的发展历程。
记录片里
我还看到了退休后的我，
把“活到老，学到老”当做座右铭。
虽然腰腿不大灵便，
但我向儿女请教学会了手机上网，
不出家门就能了解全世界，
学烹饪，学字母，学养生，
生活百态，乐趣无穷！
今天
我还继续记录我的生活…
我心存感恩，
新中国培养了我，
给了我今天的美好生活。
我衷心祝福
化物所未来更加辉煌！
祖国的明天更加繁荣富强！

□卞祖江

滨海即事
□刘永铭

暮岛渔灯伴，白帆迎晚霞。
鸥鸣声袅袅，情侣慢归家。

（注：即事：以当前事物为题材的诗）

人民的医者
□徐增和

（一）
新型肺炎病毒狂，狼烟四起遍荆楚。
九省通衢繁盛处，江城五月落梅花。

（二）
唯我白衣使者勇，医术精湛惊宇寰。
横刀立马疫魔斩，有情芍药喜泪含。

（三）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凯旋归。
月流珠寄托思念，鞠躬泪别赐安康。

（四）
青梅煮酒赞医者，时代楷模成栋梁。
医德仁心突彰显，载入史册展宏图。

1、在中科院离退休干部工作局组织的庆祝
中国科学院建院 70 周年“诗画科学之路”展览
活动中，孙生才老师的绘画作品《师昌绪院士》

《“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墨子号量子科学实
验卫星首席科学家潘建伟》，刘伟成老师的诗歌
作品《七绝　张存浩小行星》《献衷情　赞朱葆
琳先生》入展。

2、在中科院工会组织开展的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和建院70周年诗歌、征文、书法、绘画、
摄影作品评选活动中，我所离休干部陈庆道老师
的书法作品《干惊天动地事 做隐姓埋名人》、胡
永奎老师的绘画作品《凌云图》、徐大力老师的摄
影作品《聚精会神》分获二等奖。

3、离退休党总支在 2019 年度我所党组织
工作考核中获优秀。

荣 誉 台

【上接 1 版】强调，号召围绕研究所中心工作，练
好“内功”，克服疫情不利影响，积极推动世界一
流研究所建设。（文 / 摘自所主页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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