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抗疫：

舆论正能量
（总第 2 期）

山东大学党委宣传部

山东大学舆论研究中心

2020 年 2 月 16 日



2

目 录

抗疫：舆论正能量.....................................................................................1
一、最新动态............................................................................................. 1
二、媒体观点............................................................................................. 4

（一）《求是》杂志文章.................................................................4
1.《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工作时的讲话》（2月 16日）............................................4
（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4

1.《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2月 15日）.... 4
2.《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 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2月
16日）........................................................................................ 5

（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5
1.《着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2月 15日）5

（四）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5
1.《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2月 15日）........................ 6
2.《迎难而上 并肩战斗 打赢保卫战》（2月 16日）........ 6

（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快评................................................ 6
1.《完善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2月
15日）........................................................................................ 6

（六）自媒体评论文章.....................................................................7
1.微信公众号“占豪”：《武汉发起全面总攻，这 4件事感动

了我！》..................................................................................... 7
2.微信公众号“为你写一个故事”：《无新增确诊病例，“怕死

第一名”的上海人，必须夸一夸自己》...................................8
三、战“疫”正能量.................................................................................9

（一）与湖北在一起.........................................................................9
1.方舱医院日常“斗舞”，正能量满满......................................9
2.方舱医院：“魔方姑娘”当上了“特约记者”.......................... 9
3.火神山医院 4人出院，医生开心落泪............................... 10
4.湖北黄冈英山县政府捐赠公示获赞扬............................... 10
5.山东省副省长孙继业带队赴武汉开展支援工作.............. 11



3

6.“山东政事”细数各地支援情况............................................ 11
7.医生家属遥寄家书至黄冈....................................................12
8.防护服上的生日蛋糕............................................................12

（二）人民战“疫”.......................................................................13
1.老人为地区防疫站工作人员送热鸡汤............................... 13

（三）今日聚焦：战时“两地书”.............................................. 13
1.电影频道抗疫特别节目《两地书》上线，郭晓东为首位发

信人........................................................................................... 13
2.临行留下妈妈的味道............................................................14
3.打怪兽的爸妈，我好想你....................................................14
4.“17年都等了，不差这些日子了”.......................................15
5.我的“小情人”听话，爸爸出去打“怪兽”............................ 15
6.携手逆行，共战“疫”情........................................................ 16
7.确认过眼神，是彼此对的人................................................17
8.今年的情人节........................................................................17
9.夫妻共战“疫”........................................................................ 17

（四）山大人在行动.......................................................................18
1.山东大学学子主动承担防疫一线工作............................... 18
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援汉医疗队开展定点救治，获得持续报

道............................................................................................... 19
3.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医生感人事迹获得媒体关注............... 19
4.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援湖北医疗队领队睡姿视频上传网络，

引发关注................................................................................... 21
（五）国际视野...............................................................................21

1.日本执政党国会议员每人将向中国捐款 5000日元......... 21
四、每日一评........................................................................................... 22

两地书，一片心，总关情.......................................................22



1

抗疫：舆论正能量

（总第 2 期）

一、最新动态

1.16 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

2.14 日，李克强赴北京西站考察有序错峰返程和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时强调：完善错峰返程措施，加强交通疫情防控，统筹做好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3.14 日，财政部预拨 2020 年第二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补助资金 80亿元，其中对湖北省预拨 35亿元。

4.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14 日宣布，协助中国抗击新冠肺

炎的国际专家组所有成员预计本周末抵达中国。

5.国家卫健委：2 月 15 日新增确诊病例 2009 例,新增重症病例

219 例，新增死亡病例 142 例（湖北 139 例，四川 2例，湖南 1 例），

新增疑似病例 1918 例。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1323 例，解除医学观

察的密切接触者 29788 人。除湖北以外地区新增病例连续 12天下降。

截至 2 月 15 日 24 时，现有确诊病例 57416 例（其中重症病例

11272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9419 例，累计死亡病例 1665 例，累

计报告确诊病例 68500 例（江西省核减 1 例），现有疑似病例 8228

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529418 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15876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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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新冠肺炎每日情况通报

6.交通运输部 15日消息，17 日零时起至疫情防控工作结束，全

国收费公路免收车辆通行费。

7.中国民航局 15日表示，截至目前已组织包机接回海外滞留湖

北籍旅客 1185 人。

8.科技部 15 日消息，共有 168 例重症病人和 17例轻症病人目前

正在进行瑞德西韦的临床试验。

9.15 日，国新办首次在武汉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湖北疫情防

控和医疗救治工作情况,王贺胜详细介绍了目前武汉医疗救治的各方

面情况.

10.中央赴湖北指导组 15日强调，千方百计增强收治能力，让患

者得到及时救治。

11.15 日，湖北省委书记应勇深入武汉市的医院、社区、超市检

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强调要把牢社区第一道防线，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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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 日，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前往正在建设中

的“方舱医院”督导，叮嘱现场工作人员注意施工安全，做好自身防护，

切不可麻痹大意。

13.湖北黄冈将再改造两所“小汤山”标准的医院，作为新冠肺炎

救治定点医疗备用机构，预计新增 500 余张床位。

14.15 日，贵州省人民医院 4 名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其中 1

名患者出生仅 67天，系全国出院年龄最小的患者。

15.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

闻发布会表示，春运返程不会出现传统意义上的高峰。

16.教育部近日发出通知，加强高校附属医院支援湖北抗疫一线

医务人员服务保障工作，明确对表现突出的要进行表彰奖励，并在职

称评审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

17.北京市卫健委消息，北京市新冠肺炎中医药参与救治率为90%，

总有效率（包括服用中药患者中出院、症状改善两类人群）为 81%。

18.近日，钟南山院士指导研发的快速检测试剂盒，已在实验室

和临床完成初步评价。

（信息来源：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新华社官方微信公众号、

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时间周期：2 月 15 日 0 时至 2 月 16 日 12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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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体观点

（一）《求是》杂志文章

1.《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

的讲话》（2月 16日）

文章强调，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也事关我国对外开放。我们要按照

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切实做好工作，

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

（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1.《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2月 15日）

文章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会给我们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带

来困难和挑战。但疫情的冲击只是短期的、阶段性的，对生产要素供

给和生产率都不会产生长期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健康稳定的基本面不

会改变，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生产要素条件不会改变，长期稳中向好的

总体势头不会改变。文章强调，我国是个大国，韧性强、潜力足、回

旋余地大，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不被问题和困难吓倒，尽最大努力降

低疫情影响，就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把握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

目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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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 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2月 16日）

文章指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既是一次大战，

也是一次大考。当前，疫情防控是一场保卫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的严峻斗争，我们必须彻底战胜疫情，坚决赢得这场斗争的全面

胜利。同时，突如其来的疫情必然给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带来

困难和挑战，我们必须把疫情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奋力实现党中央

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现在，坚决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今年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的双胜利，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各级党

委、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的重大责任。在这次大战与大考中强化担当、

扎实工作，践行初心使命，交出合格答卷，才能无愧于党和人民。

（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

1.《着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2月 15日）

文章指出，现在，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段。我们既

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总结经

验、吸取教训，进一步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

生应急管理体系，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构筑牢不可破的坚固防线。文

章强调，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必须突出问题导向、解决

突出问题；必须牢牢把握制度建设这条主线；必须要运用系统思维、

注重协同配合，让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更好发挥作用，切实维

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四）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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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2月 15日）

文章指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既是一次大战，

也是一次大考。这次抗击疫情斗争既展示了良好精神状态和显著制度

优势，也暴露出许多不足。文章强调，越是形势严峻越是考验水平能

力。在这场疫情大考中，不畏艰难、勇担重任者才能答好这张考卷，

励精图治、锐意进取的态度才能迎来最终的全面胜利。我们要坚决贯

彻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各项决策部署，坚决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

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以更坚定的信心、更顽强的意志、更

果断的措施，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2.《迎难而上 并肩战斗 打赢保卫战》（2月 16日）

文章指出，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和她

英雄的人民身处抗疫一线，顽强抵抗，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奉献。作

为疫情最早出现也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武汉的疫情防控不仅事关湖

北更事关全国大局。文章强调，狭路相逢勇者胜，越是艰险越向前。

发起总攻的号角早已吹响。让我们团结起来，不气馁不松懈，迎难而

上，并肩战斗，共同打赢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打好抗“疫”每

一战，早日迎来疫情防控的最终胜利。

（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快评

1.《完善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2月 15日）

文章指出，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我们要抓紧补

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

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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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治理结合起来，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文

章强调，大考面前看担当、看能力。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聚焦重点、沉着应变、科学应对，将疫情防控

作为提升治理能力的契机。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亡羊补牢，尽快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奋力

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六）自媒体评论文章

1.微信公众号“占豪”：《武汉发起全面总攻，这 4件事感动了我！》

文章称，河南教育厅长振聋发聩的号召、华山医院张文宏团队的

情怀与精神、山西省第七批志愿湖北医疗队的合照、方舱医院里“斗

舞”的武汉人感动了作者。作者表示，中华民族性格，是九州大地的

国人经数千年甚至上万年发展融合而来，其中湖北人、武汉人的性格

是中华民族性格中典型部分之一，这次面对大灾大难，这种积极乐观

向上的性格再次发挥作用，全国上下所体现出的那种积极、责任与勇

敢，以及武汉人所表现出的乐观与积极，都让这次抗疫战争变得越来

越有希望！该文章 2 月 16 日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占豪”，发布后半

小时内，阅读量已突破“10万+”。

https://mp.weixin.qq.com/s/qcVC3hutTZHUGZY3r47tBg

图 2.6.1 微信公众号“占豪”截图

https://mp.weixin.qq.com/s/qcVC3hutTZHUGZY3r47t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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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微信公众号“为你写一个故事”：《无新增确诊病例，“怕死第一

名”的上海人，必须夸一夸自己》

文章指出，上海 2 月 14 日 0-12 点实现确诊病例“0 新增”，这

对于上海这座人口密度高、流动性大的城市而言难能可贵。长期以来，

全国其他地区对上海人形成了“冷漠，不热情”与“怕死，不惹事”两

种刻板印象，但在作者看来，疫情面前，所谓的“怕死”是对所有人的

负责。同时，作者也表示，上海人在紧要关头也能够不计报酬地慷慨

解囊援助疫区。作者认为，这种平时有边界感，遇事不瞎逞能，大事

上拎得清，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素质。文章 2 月 15 日发布于微信公众

号“为你写一个故事”，阅读量已突破“10万+”。

https://mp.weixin.qq.com/s/vod8-IhVMC70QkfEoCXfqA

图 2.6.2 微信公众号“为你写一个故事”截图

https://mp.weixin.qq.com/s/vod8-IhVMC70QkfEoCXfqA


9

三、战“疫”正能量

（一）与湖北在一起

1.方舱医院日常“斗舞”，正能量满满

据人民网 2 月 16 日报道，由于武汉方舱医院主要收治轻症患者，

因此在院患者人数较多，而做操、跳广场舞则成为了患者们的日常。

图 3.1.1 有关报道截图

2.方舱医院：“魔方姑娘”当上了“特约记者”

据微信公众号“半月谈”2 月 16 日报道，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有

一位喜欢静静坐在床上玩魔方的姑娘，人称“魔方姑娘”。这位“魔

方姑娘”以自己的方式带大家游览了方舱内部的模样，向大家传递了

无数正能量。

图 3.1.2 相关文章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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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火神山医院 4人出院，医生开心落泪

人民日报 2 月 16 日报道，近日，火神山医院 4人出院，“这段

时间整个医疗队不分昼夜地工作，能看到他们出院真是感到很高兴，

这是我们胜利的成果”…近日火神山医院 4 名患者治愈出院，病区主

任赵玉英落泪。

图 3.1.3 人民日报有关报道截图

4.湖北黄冈英山县政府捐赠公示获赞扬

据人民日报报道，2 月 15 日上午，一则来自黄冈英山县政府的

捐赠明细公示，火速登上了微博热搜，被大批网友奉为“满分作业”。

公示中不仅详细记录了六、七位数的大额捐款和大批医疗物资，就连

每一笔看似微不足道的捐赠都有列出，谁送了几个鸡蛋都清清楚楚，

获得网民的一致好评！

图 3.1.4 人民日报有关报道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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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东省副省长孙继业带队赴武汉开展支援工作

2 月 11 日，据山东省卫健委二级巡视员、山东第一批援湖北医

疗队领队张韬介绍，目前，山东副省长孙继业已经率“后续部队”到

达了黄冈，开展救治工作。

图 3.1.5 有关微信文章截图

6.“山东政事”细数各地支援情况

2 月 16 日，微信公众号“山东政事”发布了题为《山东搬家式、

江苏散装式、四大天团式……这些支援来得那么深，那么认真》的文

章，文中细数了以山东、江苏、东北等地区为代表的各省各地区疫情

期间为武汉捐献的人力与物资。

图 3.1.6 微信相关报道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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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医生家属遥寄家书至黄冈

据新华社报道，2 月 14 日，作为支援武汉的医生家属的张赛赛

给已分别 20 天的丈夫吴鹏写了一封家书，遥寄思念之情。

图 3.1.7 有关报道截图

8.防护服上的生日蛋糕

2 月 14 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当天是情人节，也是支

援武汉的男护士崔明峰的生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方便购买到蛋糕，

队友们商量后，决定在衣服上画“蛋糕”送祝福。当大家一起为他唱

起生日歌时，崔明峰备受感动。

图 3.1.8 有关微博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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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民战“疫”

1.老人为地区防疫站工作人员送热鸡汤

大众日报 2 月 16 日报道，2月 15 日一大早，两位老人步履蹒跚

地来到淄川区黑旺疫情检查站，放下一个提篮和保温电饭锅后转身就

走。检查站联防队员打开一看，提篮的包袱中是热气腾腾的大包子，

锅里面则是香气扑鼻的鸡汤。据了解，两位老人因担心下雪工作人员

夜里值班太冷，于是连夜做好了包子和鸡汤，亲自送到了值班人员手

里，只为感恩。

图 3.2.1 大众日报有关报道截图

（三）今日聚焦：战时“两地书”

1.电影频道抗疫特别节目《两地书》上线，郭晓东为首位发信人

据悉，由 CCTV6 电影频道与武汉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今日影

评》栏目组制作的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特别节目《两地书》自 2月 3

日起全面上线，定于每周一至周五晚 22点档播出，于次日 20:30 在

武汉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电影人郭晓冬作为一线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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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夫人为武汉籍）家属，提笔写下了第一封信，借助动情的朗读，

跨过隔离的屏障，从北京传到武汉，从全国送往前线。

图 3.3.1 有关报道截图

2.临行留下妈妈的味道

1 月 27 日，江西省第一批援助湖北医疗队 138 名医务人员紧急

奔赴武汉，南昌市第三医院急诊重症医学科护士长赵琳是其中之一。

前方的奋战牵挂着后方家人的心，赵琳儿子余郅涵每天最期待的是，

等到深夜看到母亲给家里报平安。由于白天怕打扰母亲工作，晚上又

担心打扰母亲休息，余郅涵只好把对母亲的牵挂写在信中。赵琳说，

“临行前，孩儿说来盘炒年糕，我知道这是孩儿想留下妈妈的味道。”

3.打怪兽的爸妈，我好想你

3 岁孩童多乐的父亲刘晓伟是奋战在防控一线的一名医生，由于

多乐太久没有见到爸爸，当他在看到电视上出现爸爸的采访画面时，

他激动地跑向电视，对着屏幕直喊“爸爸，爸爸”；来自湖南的小朋

友徐梓轩在 2 月 6 日自己生日这天和妈妈视频许下自己的生日愿望

“我要你平平安安回家，我还有些蛋糕留给你回家吃哩！”；还有位

小朋友在微信语音里跟妈妈说，“我想跟你抱抱了，我有点儿忘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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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的味道了……”；奋战在一线的护士刘海燕，面对丈夫和孩子的

探望，为了避免感染，只能隔空拥抱女儿；安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神

经外科护士长为了安慰女儿，只好告诉她，“妈妈打完怪兽马上就回

来”……正是因为有这些舍小家为大家的医护人员，这个平凡的世界

才有了“英雄”的模样！

4.“17年都等了，不差这些日子了”

烟台的一名公安干警与自己的女朋友原定于 2 月 15 日结婚，但

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男方必须每日执勤检查，无法请假结婚，于是

便有了“17年都等了，不差这些日子了”的情话。

图 3.3.2 有关微信聊天截图（来源于公众号“山东高速交警”）

5.我的“小情人”听话，爸爸出去打“怪兽”

烟台的一名高速交警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已经很久没有和自己

刚刚出生的孩子见面了，虽然不能和妻子一起照顾孩子、错过了孩子

的第一次翻身，但民族大义面前，他们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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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3 有关照片资料（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山东高速交警”）

6.携手逆行，共战“疫”情

烟台的一对新婚夫妇，男方是一名公安干警、女方是一名医生。

面对疫情，两人迎难而上，各自坚守自己的岗位，互相鼓励，为抗疫

做着自己的贡献。

图 3.3.4 夫妇二人照片（来源于公众号“山东高速交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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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确认过眼神，是彼此对的人

2 月 4日，浙江绍兴市人民医院隔离病房的走廊上，一对医护夫

妻在隔离病房走廊相遇，两人互相指了指对方，认出彼此后，拥抱在

一起。不到 20秒的时间过后，又各自继续工作…

图 3.3.5 有关微博截图

8.今年的情人节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高永哲和护士长黄文莉

是武汉客厅方舱医院里的一对医生夫妻，在方舱医院成立时就主动报

名来到这里。他们一个为新冠肺炎患者看病，一个负责管理病人的护

理，即使仅相隔一个帐篷的距离，夫妻俩也很少有机会见上一面。今

天是情人节，在同事撮合下，夫妻俩终于在进入方舱医院后一起吃了

顿午餐。黄文莉告诉记者，这是他们在一起度过的第 23个情人节，

虽然没有礼物、没有鲜花，但这个情人节过得非常有意义。

9.夫妻共战“疫”

杨万亮是济南市历城区检察院政治部的一名普通干警，他和妻子

是一对抗击疫情“夫妻档”。他的妻子燕芳芳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中

医科主治医师，山东第五批援湖北医护人员 131 人之一，2 月 7 日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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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飞往武汉的飞机。送走妻子的那天，杨万亮在办公室说，妻子剪

发上战场，我也要剪发待妻归。在同事的帮助下他也理了理头发。情

人节前夕，杨万亮给妻子写了一封信，最后一句话给妻子也是给所有

一线人员：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相信你

和你的同行者会“齐”心协力、“鲁”力同心，消灭新冠肺炎，待到

樱花烂漫时，我去武汉为你们摆起庆功宴！

图 3.3.6 有关微博截图

（四）山大人在行动

1.山东大学学子主动承担防疫一线工作

据微信公众号“青春山大”2 月 15 日报道，在疫情防控的战斗

号角声中，山东大学团委积极引领三地青年众“志”成城，全力战“疫”；

山大青年积极响应团中央号召，投身疫情防控工作，肩负新时代使命、

责任与担当。以山东大学威海校区空间科学与物理学院韩建宇、历史

文化学院李冰倩、医药卫生管理学院刘胤歧等为代表的山大学子，积

极承担所在社区防疫一线工作，并获得了所在地区的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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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援汉医疗队开展定点救治，获得持续报道

2月 16日，新华社客户端发布了《瞭望》新闻周刊的报道《“四

大天团”武汉战记》，其中详细描述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入驻武汉大

学人民医院以来开展定点救治的情况。经过搜索，该文章还获得了长

沙晚报、株洲网等地方主流媒体以及搜狐网、新浪网等主流门户网站

的转载。

图 3.4.1 相关报道截图

3.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医生感人事迹获得媒体关注

2月 15日，大众网官微发布题为“医生瞒着父亲出征湖北，父

亲寄信支持儿子”的博文，称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郝学喜医生瞒着父

亲出征湖北，却意外收到父亲在山东寄来的家书，信中父亲对瞒着自

己去抗疫前线的儿子表示出了相当的理解。这一新闻获得大众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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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新闻的深入报道，同时山东大学官方微博也转发了大众网官微的相

关博文。此外，该博文所属的#山东医疗队驰援湖北#话题获得了

1040.6万阅读量，与 878次讨论，获得较为广泛的关注。

图 3.4.2 大众网官方微博相关内容截图

图 3.4.3 山东大学官方微博相关内容截图

图 3.4.5 #山东医疗队驰援湖北#相关话题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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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援湖北医疗队领队睡姿视频上传网络，引发关注

2月 15日，济南时报官微发布博文，称当日上午，山东大学第

二医院援湖北国家医疗队领队魏峰涛一段“睡姿”视频让人心疼。据

了解，他已经连续坐镇指导 31个小时了，精神高度紧张。终于在 31

个小时后，在医生办公室靠着椅子眯起眼睛放松了一下。目前，该博

文相关内容在#山东疫情#话题下引发讨论。

图 2.3 济南时报官微相关博文截图

（五）国际视野

1.日本执政党国会议员每人将向中国捐款 5000日元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干事长二阶俊博

在 2 月 10 日干部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针对在中国发生的新冠肺

炎疫情，自民党将向中国提供支援资金。他宣布自民党内的国会议员

每人将向中国捐款 5000 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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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每日一评

两地书，一片心，总关情

1933 年初，鲁迅与景宋（许广平）的 135 封往来通信以《两地

书》的名称正式出版。在这对革命伉俪书信集的序言中，鲁迅写道：

“一个人如果一生没有遇到横祸，大家决不另眼相看，但若坐过牢监，

到过战场，则即使他是一个万分平凡的人，人们也总看得特别一点。”

时光流转，87 年后的今天，又是初春时节。今日的中国，人们

不必再为反抗压迫、争取民族独立而坐牢监、上战场。但在突如其来

的疫情面前，依然有许多可爱可敬的人，为了他人的生命与幸福，舍

弃团圆，与家人分离，勇闯疫区，为生命逆行。

2 月 3日，备受瞩目的武汉火神山医院正式收治病患。也在当天，

一档抗疫特别节目《两地书》在武汉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出。

山东籍演员郭晓东给五位参与火神山医院建设的建筑工人老乡写下

并朗读了第一封信。在信中，他引用了鲁迅的另一段话：“我们自古

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

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2 月 13 日，临沂市中心医院护士张赛赛，给正在黄冈大别山区

域医疗中心重症组执行支援救治工作的丈夫吴鹏写下了一封来自千

里外的“两地书”。家信的结尾，张赛赛写道，“纸短情长，初心难

忘，做你心上人，余生就很暖！愿你安心抗疫，早日平安回来！”



23

这个春节，送爱人出征，与爱人并肩战疫，盼爱人凯旋，无数爱

与被爱的故事萦绕在我们心间。这个春天，无数家庭为了抗疫两地分

离，无数情侣携手战“疫”相见难相聚。

清代诗人郑板桥，在山东潍县任知县时，曾赋诗言：“些小吾曹

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而今如是。千里两地书，关山一片心，

字字总关情。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每一封来自千里之外的家

书，或许文字不同，但都有着同一片心意，同一种情愫——愿抗疫早

日胜利，盼爱人安全归来，还盛世天耀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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