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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跪下的样子，真美！

扫码看视频

河北日报副总编辑 曹阳葵

在眼下北京打响的疫情
防控“硬仗”中，有许多美丽
瞬间令人印象深刻，它们洋
溢着温暖、传递着信心，给人
向上的力量。北京日报客户
端近日播发的一则图片新
闻，更是成为网红：高温下，一
名医务人员“全副武装”跪在
地上，为小朋友采集咽拭子。

与武汉战疫相比，北京
战疫准备更充分、经验更丰
富、组织更有序、防控更精
准，但也有新的困难，比如长
时间应战后的心理疲惫和炎
热高温的考验等，所有这些，
都需要应对更有韧性、更有耐
心，工作更精细化、更人性化。

图片中的这位医生叫候
静，来自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
院急诊科，是海淀区核酸检测
采样组一名普通的“90后”。

跪下、采集、站起、存放
咽拭子……一天下来，这一

整套动作候静要做几十次，
还要进行其他取样 100 多
次。她说，为了安抚小朋友
的情绪，方便与他们沟通，同
时也为了减轻孩子们的不
适，跪下来是最好的采集位
置。北京日报客户端采访她
的记者贾晓宏跟我说，候静
是此次战疫中默默奉献的北
京医务工作者中普通的一
员，为这样的90后点赞！

一份份请战书、千万个
逆行者，剪掉一头秀发的肖思
梦、跪下来取样的候静……
从武汉到北京，从寒冬到盛
夏，战疫在持续，力量在凝
聚，感动在延续。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战
疫中，一个又一个像候静一样
平凡的“白衣战士”，用逆行而
上的勇敢、细腻轻柔的温情，
构筑起疫情防控的钢铁长城，
这就是我们必将胜利的法宝。

□河北日报记者 邢 云

校园里的鲜花开了，他却再也看不
到了。

孩子们的读书声又响起来了，他却
再也听不到了。

6月3日凌晨，平乡县第二中学校长
王赞岭因癌症晚期离世，年仅54岁。

身患癌症22年来，他一边以顽强的
意志和病魔作斗争，一边带病坚持工
作，先后带出两所高质量中学，直到生
命最后一刻。

亲友、同事，还有远道而来的家长、
学生，自发站在道路两侧，挥泪送行。
网络上，数万名网友追思、悼念，为他点
亮烛光。

情洒校园，为教育耗尽心力

1986 年，王赞岭走上讲台，成了一
名中学物理老师。34年来，他始终奋战
在教学一线，起早贪黑、精益求精，是同
事们眼里的“工作狂人”。

1999年，王赞岭确诊患有小细胞肺
癌。做完手术，在家休养期间，只要没
事儿，他就往学校跑。王赞岭说：“人活
着，就要干事儿，这样心里才踏实。”

县教育局副局长许庆卫与王赞岭
共事多年。在他看来，王赞岭身上有一
股超乎常人的执着和韧性，特别是患癌
之后，他对教学更积极、更认真，较之以
前更忙碌。

2005年，王赞岭主动请缨去县益华
中学（县第四中学前身）工作。县教育
局领导和很多同事担心他的身体，他却
说自己没问题。他带领这所濒临关门
的学校，一路前行，连续8年在全县中考
中名列首位。

2013 年，县第二中学刚刚重组，王
赞岭再一次主动请缨。很多亲友劝他

“收”着点，差不多就行了。他回答：“活
一天，干一天；干一天，少一天。如果哪
天我倒了，就想干也干不了啦！”

一点一滴，从零开始。“把新学校办
好，我有这个自信！”王赞岭说得动情，

“平乡穷，家长们挣点儿钱不容易。把
孩子们送到别的县市或私立学校，负担
不轻。我就想给咱平乡人在家门口办
一所好初中。”

开放办学，探索强校新路

“可以平凡但不能平庸。把平凡的

事做好，就是不平凡。”王赞岭将这句话
悬挂在办公室，时时警醒自己。

校领导和几位骨干科室主任，都集
中在一间办公室。王赞岭的座位在一
个角落。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和书
籍、文件，把办公桌摆得满满当当。

“王校长让我们在一起办公，就是
要提高效率。谁有啥想法，能随时交
流。”县第二中学副校长朱普说，王校长
脾气直，批评人不讲情面，但都因为工
作，生活中他很平易近人。

每天，王赞岭骑着车子早早地来到
学校。副校长宋改锋记得，有一次，王
校长在路上摔倒，头上受伤，流血不
止。但他没去医院，而是赶到学校，把
工作布置好了，才被副校长们硬推着去
医务室做了包扎。

每晚，王赞岭都要和老师们一起查
宿舍。他拿着手电，从一楼到六楼，一
直走在前面。

“领导带头做事，就能得到老师们
的认可，因为大家都有同样的愿望，那
就是让学校越来越好。”王赞岭说。

2015年，王赞岭在一次培训中接触
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东娇和广渠门
中学校长吴甡，与他们的教育理念产生
共鸣。两个月的时间里，每天一条短
信，在无数次“软磨硬泡”后，被王赞岭
的“执拗劲儿”感动的张东娇，受邀来平
乡考察，最终帮助确定了以文化引领学
校发展的思路。

王赞岭提出“齐贤教育”的办学理
念，将打造贤达之师，培养“尚志、勤学、
笃行”的优秀学子作为教育目标，开始

对学校进行改造。
学校建立了 24 小时校长带班值班

制度，设置服务大厅全天为师生服务；
实行了校长指导下的年级组和备课组
网状管理；学校实现了文明就餐，无声
就寝；实行了小红帽值周，实现自主管
理……

抓住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机遇，王赞
岭多方奔走，县第二中学成为北京广渠
门中学教育集团理事会成员校。与北
京市房山区良乡五中结为对标合作学
校，学校已有 13 批 120 余人次走进京
城。良乡五中的教师也送课到校，和教
师开展同课异构、互听互评课堂。

王赞岭还推动清华大学支教活动
落地平乡，至今已有18期180人次来这
里支教，“清华大学的支教老师与我们
的学生面对面交流，让孩子们有了追逐
的梦想。”

“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让自己与时
代合拍。”王赞岭把教学心得与老师们
倾心交流，并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多、尽
可能高的平台，让老师们汲取丰富
营养。

烛光不灭，用生命诠释师德

2019年12月，平乡县教育局决定组
建二中教育集团，涵盖二中、四中、七
中、油召中学，王赞岭担任集团理事长。

“去年10月份，爸爸就查出脾脏长
了肿瘤，但一直没给旁人说。”王赞岭儿
媳妇闫丽佳提到，“爸爸决定做手术前，
在学校连开了3天会，说要把集团发展

纲领敲定了，才能去医院。”
癌细胞扩散转移，王赞岭知道留给

他的时间不多了。“刀口疼、骨头疼，每
天要吃止疼片。全家都来做思想工作，
不让他上班，可他就是不听。”陈书娟一
谈起爱人，就止不住落泪，“赞岭说，‘我
就会搞教育，去学校，一忙，就不疼
了’……”

王赞岭不止一次和医生说：“我不
怕吃药，给我最大的药量，我得赶紧
好。我有好多事没干完。”

5月4日，王赞岭术后转院到邢台市
人民医院。他每天用手机、微信关注着
学校的疫情防控、复学复课等工作，第
一时间对工作进行安排。他拒绝学校
派人来看望，担心影响学校工作。

王赞岭还让儿子买了两台制氧机，
一台放在家里，一台放在办公室。他恳
求医生，等身体稍微好点儿就让他回
家，家里和学校都有制氧机，这样就不
担心呼吸不通畅的问题了。

有个初二的学生叫小豪（化名），是
王赞岭的“帮扶对象”——凡是让老师
头疼、上火的学生，王赞岭就会“招募”
到自己名下，做思想工作，开小灶，成为
他的“记名弟子”。疫情期间，小豪上网
课不认真学习，王赞岭听说后，让家长
领着小豪来医院找他。

那天，王赞岭坚持从病床下来，坐
到小板凳上，背靠着床，让小豪也坐在
小板凳上，两人面对面交流，一个半小
时内，他吐了六次血。小豪感动得哇哇
哭，说以后一定好好学。王赞岭脸上露
出微笑，和小豪用手指拉勾。

王赞岭去世前一天，平乡县教育局
局长焦玉峰到医院看望他。两人推心
置腹，聊了两个多小时。焦玉峰准备起
身离开时，王赞岭眼含热泪：“我得把病
治好，争取再活两年，我有信心把二中
教育集团办好！”

罹患癌症以来，他不知疲倦地往前
奔，肺部切掉了 2/3，心脏装了起搏器，
还在学校晕倒过两次，“现在，他终于能
好好睡一觉了……”陈书娟拭着眼泪。

“学校召开疫情防控视频会议时，
我们还在镜头里看到他的笑脸。”王赞
岭校长逝世的消息传来，县第二中学教
师甄艳红和同事在办公室抱头痛哭。
逝世一周后，还有老师给王赞岭发微
信，“就觉得他没走……”

烛光不灭，精神永驻。日前，平乡
县委作出决定，在全县党员干部中开展
向王赞岭同志学习活动。

用生命点亮不灭的烛光
——追记平乡县第二中学校长王赞岭

王赞岭。（资料片） 平乡县教育局供图

河北日报讯（记者贾楠）近日，省生态环境
厅公布5月份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情况，11
个设区市空气质量最好的是张家口，唐山最差。

5月份，按照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全省
11 个设区市空气质量由好到差，依次是张家
口、承德、秦皇岛和沧州（并列）、衡水、保定、廊
坊、邯郸、石家庄、邢台、唐山。按PM2.5浓度由
低到高顺序，依次是承德、张家口、秦皇岛、沧
州、廊坊、保定、衡水、邢台、邯郸、石家庄、唐山。

5月份，全省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前20个
县（市、区），依次是康保县、张家口市崇礼区、尚
义县、张北县、赤城县、沽源县、阳原县、张家口
市桥西区、张家口市桥东区、张家口市万全区、
蔚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张家口市宣化
区、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和涿鹿县(并列)、丰宁满
族自治县、平泉市、怀安县、隆化县、怀来县。

5月份，全省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后20个
县（市、区），从倒数第一名起，依次是唐山市古
冶区、唐山市丰润区、武安市、邯郸市复兴区、滦
州市、沙河市、玉田县、遵化市、邯郸市永年区、
唐山市路北区、唐山市路南区、唐山市开平区、
磁县、石家庄市井陉矿区、石家庄市鹿泉区、邯
郸市峰峰矿区、赵县和三河市（并列）、宁晋县、
邢台市桥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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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地铁2号线一期
8 月 底 开 通 试 运 营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夏旭
东、王宇 记者马建敏）从廊坊
市税务局获悉，今年 1 至 5 月，
全市税务部门共办理减税降费
54.9 亿元，惠及企业及个人 8.3
万户次，其中涉及高新技术企
业275户次，税费减免6.1亿元。

目前，廊坊市高新技术企业
达768户。今年以来，受疫情影
响，廊坊市一些高新技术企业生
产销售遭遇困境，资金压力加
大。为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廊坊市税务局深入企业宣讲税
收优惠政策，确保企业应享尽
享、应享快享，帮助企业复工复
产。同时，大力落实减税降费政
策，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廊坊精
雕数控机床制造有限公司财务
经理王俊梅算了一笔账，今年以
来，该企业已累计减免社保费
731万元，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
收优惠618万元。税费减免有效
减轻了企业资金压力，为企业走
出困境、良性发展提供了保障。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峻
峰 通讯员田张梦）铺砖、吊
顶、安装设备……当前，石家庄
地铁2号线一期工程常规设备
安装趋于完成，车站装修完成
近九成，正朝着8月底开通试运
营的目标全速推进。

石家庄地铁 2 号线是一条
南北向骨干线路。2 号线一期
工程由中国中铁投资建设，南
起嘉华站，北至西古城站，线路
长15.5公里，设车站15座，全部
为地下线。2 号线一期在北国
商城站与1号线换乘，在石家庄
站与3号线换乘。

2 号线一期工程自 4 月 25
日开启空载试运行以来，目前各
类指标和运行状况良好，正在按
计划、分步骤开展系统试运转、
安全测试等各类功能核验。同
时，剩余附属工程、安装装修等
扫尾工作正在全力推进。目前，
车站附属工程已总体完成96%，
常规设备安装工程完成95%，装
饰装修工程完成87%，车站主体
结构及出入口通道装修工程正
快速有序施工。

目前，2号线一期工程正积
极开展手续办理等验收前的各
项准备工作。

6月21日是夏至，我国境内可观
测到“日食”天文景观。当日，由省天
文协会、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
发起的观测活动在正定县太平庄村进
行。在石家庄观测为14：29初亏开
始，17：02复圆结束的日偏食。

▲图为 14：29、14:39、15:07、
15:51、16:33、16:58拍摄的日偏食。

▶图为天文爱好者正在拍摄日
食。

河北日报记者 赵海江摄

15:51 16:33 16:58

14：29 14:39 15:07

夏至日 滹沱河畔观日食

廊坊为高新技术企业
减免税费 6.1 亿元

（上接第一版）19家冬奥定点医疗机
构均成立保障团队，北医三院崇礼
院区获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运动
创伤）项目，启动赛事相关保障车辆
选型和筹措，开展了综合立体气象
观测试验。通过调整培训方案、加
强线上授课等方式落实培训任务，
确保赛会服务各领域工作按计划有
序推进。

测试赛筹备工作也在有序实施
中。我省制定了测试赛筹备重点
工作清单。编制实施了测试赛交
通、餐饮、住宿等领域服务保障方
案，发布了2021年国际雪联自由式
滑雪和单板滑雪世锦赛赞助计划、
特许经营计划，成功举办了会徽网
络发布，4 月 21 日至 22 日圆满完成
世锦赛远程会议陈述，筹备工作获
得国际雪联充分肯定。

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加快发
展。出台支持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

发展的实施意见，组建18支省级冬
季项目专业运动队和6支残疾人运
动队，协助国家体育总局组建了越
野滑雪国家集训二队。成功举办全
省首届冰雪运动会，建成滑雪场 53
家、冰场 108 家，2019-2020 雪季虽
然受到疫情影响，参与冰雪运动人
次 仍 然 超 过 1700 万 ，同 比 增 长
30%。张家口市两个冰雪产业园区
签约企业62家、落地32家。目前我
省正通过减免税收、补贴水电费、组
织开展银企对接等措施，帮助冰雪
企业应对疫情冲击，渡过经营难关。

下一步，我省将全方位提升赛会
服务保障水平，精心筹备好张家口赛
区系列测试赛。组织好河北省第二
届冰雪运动会和2020-2021雪季系
列活动，实现今年全省参与冰雪运动
人次达到2200万的目标，30家以上
冰雪产业项目投产运营。同时，大力
推进张家口“两区”建设取得新成效。

加快核酸检测进度 确保存量清零增量随清 冬奥项目可如期高质量完工
（上接第一版）抓好检验检疫、核酸检测
和健康筛查、消杀等工作，督促市场开办
者落实食品安全管理责任，督促食品销
售者严格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
进货查验及记录相关要求，加强对各类
餐饮服务单位、冷冻冷藏库房等储存服
务提供者的监督检查，确保全覆盖、无死
角、无盲区。要进一步加大对重点地区

的防控力度，对有确诊病例的城乡社区
实行严格管理，逐户逐人进行排查检测，
最大限度地把疫情传播风险点找出来、
消除掉，严防发生散发性病例和聚集性
疫情。

赵一德还就做好服务北京市场农副
产品供应和司乘人员精准防控管理等工
作提出要求。

（上接第一版）
公益岗位，贫困户优先。疫情期间，

利用扶贫资产资本收益和光伏电站收益
设置公益岗位，在原有护林、消防等多种
扶贫公益岗位的基础上，新增设防疫消
杀、街道巡查、卫生保洁、卡点值守等临
时公益岗位，优先安排贫困劳动力，增加
贫困群众工资性收入。截至目前，扶贫
公益岗安排护林员 957 人、护路员 111 人
等共就业10217人，光伏公益岗安排4438
人，疫情临时公益岗5434人。

金融扶持贫困户和扶贫企业优先

中，金融机构适当延长受疫情影响出现
还款困难的贫困户和扶贫龙头企业信贷
还款期限，对新发放贷款、续贷和展期需
求，加快审批进度，简化业务流程，提高
办理效率；对贫困户和扶贫龙头企业春
季生产和后期恢复生产资金需求，符合
申贷、续贷、追加贷款等条件的，及时予
以支持。目前，农行、农发行、建行等金融
机构为扶贫企业提供贷款 10 亿元以上。
今 年 以 来 ，累 计 到 期 应 还 款 1193 户 、
1907.4 万元，新增扶贫小额信贷 338 户、
1466.05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