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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批贴有“并肩战疫，南京与
你同在”标志的抗疫物资从中国南京运
抵德国，一段时隔 80多年守望相助、共克
时艰的跨国情谊被人们传扬，抒写了全
球携手抗疫的暖人篇章。

前不久，69岁的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
院医生托马斯·拉贝向中国驻德大使馆求
助，急需一种德国已停止生产的抗疫药
物。这位托马斯·拉贝医生的祖父正是有
着“中国辛德勒”之称的约翰·拉贝。

80多年前，侵华日军在南京屠城，约
翰·拉贝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建起了南京
国际安全区，挽救了 20万中国人的生命，
留下了揭露日军暴行铁证的《拉贝日
记》。约翰·拉贝被称为“南京好友”“活
菩萨”，一直被中国人民牢记在心，每年
都有华侨华人在他柏林西郊的墓前献上
鲜花。

80 多年后的今天，拉贝后人紧急求
援，中国人投桃报李，打通绿色通道，组
织协调药品和物资。中国唯一生产这种
抗疫药物的浙江海正药业收到调运单
后，当即决定免费捐赠，并很快交到了托
马斯·拉贝医生手上。不久，南京方面也
得知了托马斯·拉贝的需求，南京药企、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纷纷行动起来。短
时间内，620 瓶指定药品、200 套防护服、
30000 只口罩等筹措到位。南京还向海
德堡市政府、海德堡大学医学院捐赠医
疗物资。

这场跨越 80多年的互助接力让人动
容。在全球战役的特殊时刻，中国人用
行动阐释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一
东方理念，也印证了西谚所说的“患难中
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

从更广视角看，这场互助接力是中
外携手抗疫的一个缩影。在中国疫情严
峻的时候，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众伸出
了援手。当疫情在全球多地暴发之时，
中国尽己所能伸出援手，已经向 140多个
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物资援助。中国医
疗专家组逆行出征，驰援欧洲、中东、非
洲、亚洲、拉美等地区多个国家。

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新
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再次印证了人类是
一个休戚与共命运共同体的事实。跨越
80多年的互助接力表明，同舟共济、守望
相助的文明之花正在绽放，成为驱散疫
魔阴霾的不竭力量。

新华社柏林4月19日电

一场跨越80多年的互助接力

新华社合肥4月 19日电 数个电信
诈骗案涉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竟是同一
人，背后隐藏着买卖国家证件的犯罪团
伙。记者日前从安徽省滁州市公安局了
解到，当地破获跨省买卖国家证件案，抓
获犯罪嫌疑人 11人。

今年年初以来，滁州市发生多起电信
诈骗案件，受害人的被骗资金均流入公司
账户。警方发现这些公司基本不进行实
质业务，而且工商注册登记显示法定代表
人均为同一人，判断这些证件很有可能是

“职业办证人”办理的。通过大量信息研

判和走访排查，一个以高某为首的犯罪团
伙浮出水面。3月 18日起，警方陆续在浙
江省湖州市、江苏省南京市等地，将高某
在内的11名团伙成员抓获归案。

据犯罪嫌疑人供述，他们在高某的
指挥下，驱车前往滁州，注册登记公司以
及个体户，并以此在各个银行办理结算
卡。手续齐全的工商营业执照和结算卡
最终以每套 4000元的价格被高某卖给一
些从事电信诈骗的不法分子，截至案发，
已交易 50余套。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安徽破获跨省买卖国家证件案

35名学生的作业本，一个也不能少

王金良住在常山县辉埠镇双溪口
村。早晨六点半，他便背上一个红色双
肩包，穿好运动鞋出门。沉甸甸的双肩
包里装着的，是前一天晚上批改好的 35
名学生的作业本。

因疫情影响，今年 2月份，浙江启动
了线上教学。起初，王金良也尝试过在
线上平台批作业，但效果并不理想。“这
些孩子大部分是留守儿童，他们有的父
母早早就出门打工，把孩子留给老人抚
养，35 名学生中，上交作业的不到半
数。”王金良说，加上年龄问题，自己对
着手机批改，对视力是个很大的挑战。

为了督促学生及时认真完成作业，
并掌握他们当天的学习情况，自 2 月 28
日以来，王金良采用了最“麻烦”的方式
去 收 发 学 生 的 每 日 作 业 —— 走 路 上
门。“这个办法虽然笨拙，但却最有效。”
王金良说。

收发作业有固定的路线。35 名学
生分布在 4个行政村、8个自然村，一圈
走下来，超过 15公里。

“不会开汽车，我会骑电瓶车，但几
十年了我习惯了走路。学校离家 10 里
路，我平时上下班都是走路的。”王老师
说，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学生家收发作业
本，还能为学生树立锻炼身体的好榜样。

送完作业，回到家吃过早饭后，还
不到早上 9 点。王金良打开手机，和孩
子们同步观看“空中课堂”，教科书上写
满了批注。上完课，布置好作业，他也
要自己做一遍。“熟悉每道题，才能更好
地给学生批改作业。”

下午 3 点多钟，王金良背上双肩包
再度前往学生家，这次他是要去收取学
生们完成好的作业。同样的路线，同样
耗时两个小时，王金良没有丝毫的厌倦
和疲惫。有时发现学生遇到学习困难，
他总会停下脚步，主动对学生进行辅导。

作为党员教师，要对得起每一名学生

每个学期王金良都会上门家访，学
生住在哪个村的哪条巷，王金良“闭着
眼睛都能找到”。不少学生家长，还是
他过去曾经教过的学生。

“王老师比我们做父母的还尽职，
每次看他给孩子耐心讲作业，我心里都
很感动，山村的孩子离不开他。”提起王
金良，学生王梦妮的爸爸赞不绝口。

自从王金良上门收发作业以后，还
有的家长这样督促孩子写作业：“你看
王老师又来送作业了，老师都能每天坚
持，你怎么不能坚持……”

受王金良影响，女儿王巍如今在常
山县城的一所幼儿园当幼师。王巍记
得，一次下大雨，按
照往常父亲应该
收完作业回到
家 了 ，那 天
却迟迟不
见 身
影 。“ 后
来 我 们 才 知
道 ，他 为 了 不
让学生的作业
本 被 淋 湿 ，躲
在路边一处凉亭

里，怀里护着的作业本完好无损，全身
却被雨水打湿了。”

王金良的语文课本上标记得密密
麻麻。他最喜欢《丰碑》这篇课文，课上
每每给学生读到“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
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
自己常常动情落泪。

“1983 年参加工作以来，我当了 28
年班主任。最开始教书的时候，一个月
拿 26块钱工资，现在生活上过得去。我
在本地乡村长大，就想为这里的孩子做
点事情。”王金良说，自己是教师，更是
一名党员，要对得起每一名学生。

王金良的身体力行，被同事们看在
眼里。为了督促孩子们在家学习，学校
的其他老师也被带动，每个星期去学生
家里辅导作业好几次。

坚守乡村教育一线，站好最后一班岗

东鲁完小就挨在小山边，学校的小
操场至今还是沙石路跑道。学校一共
有 151 名学生，11 位老师，每个年级只
有一个班。为了迎接学生返校，教室里
已经布置好了宣传防疫的黑板报，课桌
上摆好了书本和练习册。

“4月 21号，四、五、六年级的学生们
就要开学了，老师们都已经提前准备好
了。今天还给学生做了测验，开学前摸
摸底。”王金良说，学校没有专门的体育、
音乐老师，不少老师得兼职上好几门课。

王金良教的是六年级毕业班。在
他看来，基础阶段的教育除了让孩子们
学到一定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学
会做人，培养各方面的良好习惯。“六年
级是小学的最后一站，学生就要升入中
学，打好基础很重要。”

几年来，陆续有不少学生考入县重
点初中，走出山区。从教 37 年，王金良
坚守在乡村教育一线，也见证了村里的
变化：完小的学生在减少，更多的家庭
有能力把孩子送到县城读书，接受更好
的教育。

王金良曾获常山县教育系统“最美
教师”“德育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2019
年还评上了全国优秀教师。坐在对面办
公桌的数学老师程光洪是王金良的“老
搭档”，形容他为“老黄牛”：“他一直对学
生认真负责，真心、真情对待孩子。”

王金良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网友
们纷纷为其点赞：“没有语言能表达现
在的心情，只希望老师退休后平安康

健，长命百岁”“老师的
背上都是农村孩子的
希望”……

“读书能改变他们
的命运 。”王金良说 ，

“ 还 有 两 年 多 我 就
要退休了，我会站
好最后一班岗，为
这 些 期 待 走 出 大
山 的 孩 子 守 好 教
育的第一站。”

据新华社电

为了不让35名学生落下功课

乡村教师每天走30公里收发作业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 记者 19 日
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截至目前，
北京已有序恢复开放等级旅游景区 73
家，等级旅游景区开放率达 30.7％，目前
未恢复开放的等级旅游景区为 165家。

北京市文旅局此前发布的《等级旅
游景区有序恢复开放实施方案》明确，以
室外游览为主的自然山水景观类等级旅
游景区符合恢复开放条件的，清明节前
后有序恢复开放；以室内游览为主的人
文景观类等级旅游景区暂不恢复开放，
待疫情形势缓解后适时恢复开放。

北京已有序恢复等级旅游景区 73
家。目前，怀柔区恢复开放慕田峪长城
景区、雁栖湖景区、红螺寺景区、青龙峡
景区、黄花城水长城景区；密云区恢复开
放司马台长城、清凉谷、云蒙山、黑龙潭
四处景区；延庆区恢复开放八达岭长城
景区、北京世园会园区、北京野鸭湖国家
湿地公园、龙庆峡风景区。

记者从古北水镇（司马台长城）国际
旅游度假区获悉，继 4A 级景区司马台长
城 13 日恢复开放后，该旅游度假区的另

一部分古北水镇景区也将于 4 月 23 日 9
时恢复开放。

“我们提升了景区信息化智能系统，
将通过在线支付、扫码入园、语音导游等
无接触式服务，让游客感到安心和暖
心。”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副总裁
金林生介绍，景区均实施限流措施，避免
集中入园。在游览过程中将督导游客保
持 1 米安全间距、全程佩戴口罩、严禁扎
堆聚集。同时对游客乘坐的电瓶车、缆
车采取“隔位就座”的方式，并对游客服
务大厅、服务台及客用设施、酒店客房区
域、前台以及房间用品等进行严格消毒。

北京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疫
情防控期间，等级旅游景区日接待量和
瞬时接待量分别不得超过景区日最大承
载量和瞬时最大承载量的 30％。

为有效疏导客流聚集，目前已恢复
开放的等级景区将在出入口、重要参观
点以及拥堵线路点位等易出现人员聚集
的瓶颈区域配备管理疏导人员，限制人
员驻留时间和游客聚集，优化游览流线，
加强游客秩序管控。

15 公里长的乡村小路上，58 岁的王金良背着约 10 斤重的
书包，步行去 35 名学生家中收发、辅导作业。一天两趟，每趟
两小时，途经8个自然村，风雨无阻。

王金良是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宋畈中心小学东鲁完全小
学的一名语文老师，从教 37 年来始终坚守在乡村教育一线。
疫情影响下，为了不让班上的学生落下功课，他白天和孩子们
一起上网课，下午 3 点出门收取孩子们完成的作业，批改后，
第二天一早再去送作业。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了近50天。

←4 月 18 日 ，
市民乘坐游船在北
海公园游玩。

新华社发

北京有序恢复开放
等级旅游景区73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