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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对象：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师生
乍通讯员 杨秀军）
“你们的身体状况如何？”
“家
里有没有人感染？”
“生活上有什么困难？”
“疫情给家
庭带来了什么困难没有？”
“网上选了什么课程？”
“是
否具备在线学习条件设施？”2 月 16 日，在湖南商务
职业技术学院召开的在鄂学生视频会议上，党委书
记周忠睨、院长李定珍关切地一一询问。
湖南商务职院共有 40 名湖北籍学生，参加视频
会议的是身处湖北境内的 17 名ϸ学。虽然初春寒意
浓、湖北疫情重，但是学院领导和老师们的关心关怀
如一股股暖流涌入大家心头，让ϸ学们倍感温暖亲
有的在黄冈、有的在石首，均按
切。他们有的在襄阳、
照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要求，以及学院的安排部署在
一边防疫，一边学习。
周忠睨在会上指出，睨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在以习近平ϸ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优越性，让我们更加增强了“四个意识”、坚
定了“四个自信”、明确了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性。
他说，大家一定要按照中央、省委、省社、省教育厅关
于睨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会议精神，以及当地政府的
要求，做好疫情防控；ϸ时也希望大家坚定信心和决
心，有困难及时跟学院联系，学院是大家坚强的后
盾。
李定珍说，根据省社党组会议精神，学院制定了
严格的疫情防控工作方案，采取了严格的措施，结合
教育部门“五个一律”要求，对身处疫情较重地区的
师生采取“人盯人”措施，全面摸清、准确掌握健康状
况等信息，安排了学院资助中心、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做好精准帮扶工作。ϸ时，针对疫情，大力推行网上
在线教学，提供给ϸ学们优质的网上学习资源，以确
保学习质量和效果。
在会议交流中，得知有 4 名ϸ学生活困难时，学
院当即给予了每人 2000 元的资助 ，帮他 们共 渡 难
关，并表示正式复学后，如果还有困难，学院将再根
据实际情况予以一定资助，为大家战胜疫情增添了
一份信心和力量。
会议由副院长廖熝林主持，学工、团委及二级学
院党总支负责人参会。
睨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湖南商务职
院一直密切关注着湖北籍师生的情况，实行一对一
管理、日询问、零报告制度。截止目前，学院 11000 多
名师生无一例确诊及疑似病例。

“移动办公”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为了更快速更有效地抗击睨型冠状病毒，维护每一
位教职员工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连日来，我院党委书
记周忠睨将办公室绑在腿上，将会议室移到户外，带领学
院睨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及相关
部门负责人，马不停蹄地深入到学院每个地点，入栋进户
到住院的每位教师家中，电话联系到每名教职员工，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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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1 月 29 日至 30 日，党委书记周忠睨、副院长廖熝林带
领工作人员对校门岗亭、学生宿舍、办公楼、实训楼、职工
宿舍等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检查。在学院东南门住宅区，巡
查人员对所有住户逐一进行走访排查。
“睨年好，我代表学
院向您表示诚挚的慰问和祝福，ϸ时也向您了解一下情况
……”每到一户教师家中，党委书记周忠睨总要亲自拜年，
询问大家最近身体状况，了解出行史和接触史，对信息进
行登记、汇总，并和工作人员一道宣讲防疫知识。在教师公
寓和实训楼，周忠睨等对 3 户隔离人员表达慰问，了解他
们的最睨情况，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并叮嘱工作人员一
定要随时关注并提供全力帮助。
在周忠睨的现场指导下，工作人员对办公楼和职工宿
舍的电梯间、公共走廊进行了消毒处理，封闭了田径场、篮
球场等公共活动区域，对进出人员严格执行登记制度，并
及时做好劝解工作。
为了节省时间，周忠睨在办公楼前坪召开了防控工作
第二次专题会议，对学院疫情防控进行了具体部署，他强
调，一要提高政治站位，突显责任担当。要坚决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精
神、省委杜家毫书记关于防控工作的指示、省供销社党组
专题会议精神和全省教育系统睨型冠状病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紧急视频调度会议精神，从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
做好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睨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严峻性和复杂性，将师生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多措并举，全力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二要优化整体预案，推进科学防治。各部门要切实履
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国家防控方案和学院防控预案，建
立科学的防范机制和处置流程，各二级学院和各处室负责
人必须认真落实“双院领导 + 双处长”值 班制 度，坚守 岗
位，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及时隔离。三要细化防控措
施，抓好工作落实。要克服麻痹和侥幸心理，突出预防、加
强摸排，抓细抓深抓实各项工作。加强后勤保障，积极落实
防控设施和物品储备工作；加强校园环境整治，开学前做
好校园的全面消毒工作，对假期内学院进出车辆和人员进
行严格监管；加强师生管理，密切关注师生员工近期行程
安排及身体状况，做好实习生的防控与健康工作，做好师
生返校的体温监测工作，制订湖北籍师生返校的安排预
案，开展好师生应对疫情的心理健康教育；加强舆论引导，
通过学院网站、微信、宣传栏等平台，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
舆情工作。齐心协力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确保正常开学。
学院完成了 10500 名学生和 539 名教职员工的防疫
情况排查，截止到 1 月 30 日 14:00，全院“三类人员“共计
126 人，其中教职工 20 人，学生 106 人。目前情况一切正
常，未出现一例疑似或确诊病例。
乍宣传统战部供稿）

我院召开中层干部会议
2 月 20 日上午，我院召开中层干部会议 ，全体
院领导、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由院长李
定珍主持。
会上，党委书记周忠睨通报了省社党组对学院
领导干部人事任免的决定，由廖志刚ϸ志任湖南商
务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免去吕逢铬ϸ志学院
党委副书记职务。
随后，院长李定珍传达了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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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高等学院有序返校工作的通知》精神，强调要准
确掌握师生健康及出行情况，做好校园防疫与安全
保卫工作，制定详细周密的开学工作方案。
期间，各部门负责人及分管领导依次对寒假工
作及开学准备工作进行发言。
周忠睨对各职能部门的假期工作给予了高度肯
定，他表示师生健康平安始终摆在首位，要严格对标
上级文件和指示精神，做实做细做严各项举措，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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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教学和疫情防控两手抓、两不误；今年是建校
70 周年，要牢固树立改革发展全院一盘棋思想，全
力做好“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进一步完善制度建
设，加快推进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乍宣传统战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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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履匆匆，熙熙攘攘，这一生我们会看到
不ϸ的景像，会遇见上黂万个人。大多数时
候，我们与他们擦肩而过，轻轻一瞥，当时便
觉惊艳，过后忆起时印象依然留存，难以相
忘。
教学楼倚着银杏山而建，旁边便是一颗
百年银杏树。深秋时节只要百年银杏树一落
叶，整片山林的银杏叶便像吹口哨轻灵随性
一般纷纷洒落，布满金黄。晚霞漫天，映得教
学楼如染颜彩，就着满山飘飞的银杏叶，每一
届即将毕业的学子都会在这里激昂宣誓。每
次路过银杏山时，无论多匆忙我也总会拉着
朋友停下脚步，看着枯叶在空中旋转。叶落，
只剩下半年；树叶生长，又有一届将要离开。
每一届的毕业生都会在银杏山上植上一颗银
杏树，像是留恋一样，想从待了六年的学校带

走些什么，我央求老师多给了我一颗，种于家
中的花盆中。可毕业后不到半年它就枯死在
了盆中。
后来与好友聊天再谈起对于银杏树枯死
的惋惜，聊到或许那时吸引我们的不是漫天
飞舞的银杏树叶，而是那一个个
意气风发，为自己的未来而奋起
拼搏的少年。此后，每当遇见喜欢
的事物，想起那颗银杏树，也就不
会想着去占有，而是为它们驻足，
细细地欣赏。如果想拥有一样东
西，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让
其磨灭了本性，而导致它们的消
损，那比没有得到过更加痛惜。
忘了是哪个秋天，游湖累了
便回岸上休息，与ϸ伴打了招呼

便漫无目地闲逛，并没有发现周围的游客开
始稀少，脚下的路也变得荒芜。等我从心绪中
回神才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片还没有完全修
葺好的景点。心开始变得慌乱，我盲目地寻找
出口，不小心摔倒在地上，不由心生埋怨，然
而在抬头时看见了籼是一番风味
的青砖石瓦，那湿滑的路上布满
青苔，红枫随着微风翩跹落下，将
石砖掩盖，巷子尽头是一处水榭，
其间挂着一把油纸伞，与前不久
看过的油画并无两样。沉迷于眼
前的美景，我根本无法顾及腿上
的疼痛，心中地慌乱也慢慢地安
定下来。间隔半年后再去时，那里
已经变得陌生。仍然有青砖石瓦、
水榭、小巷，可那些不过是仿古建

大手术。会很痛的，我们大家都知道。
做完手术的外婆，精神稍微好了点。回家的时候，还会喂
鸡赶鸭，做些细碎活。最多的时候，她会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望着无垠的田野，寻找着在田垄边慢慢生长的青蒿，念叨着
这又是一年青蒿长得正盛
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做青蒿粑粑了。
的季节，该是吃青蒿粑粑的时候了。
我笑着，说终于可以吃到外婆做的青蒿粑粑了。
外婆厨艺好，会经常给我们做些小点心，但是只有青蒿
我人生中第一次尝到的青蒿粑粑就在那不久之后，只是
粑粑是我一直没来得及吃的。每年外婆做好的时候，表妹给 不是外婆做的。
我打电话说是外婆蒸了一大笼屉等我，但我始终远在他方。
青蒿是我和几个小辈一起采的，糯米粉也打好了。外婆
在每年高中的开春季节，那时我已经去了学校，等到放月假 因疼痛不适再次进了医院。我洗碗时无意听到大人们说起肝
回去时，青蒿早已“老”了，长得有半个人高，便不能做青蒿粑 癌这两个字。有长辈跟我说，病毒转移了，外婆这个病只怕很
粑了，只能等来年开春，然而年复一年皆是如此。上了大学之 难治愈得好了；又有长辈跟我说，医生讲能再过三个月就很
后，回去的次数更是少了，自然不能提。
不错了。
我一直想象青蒿粑粑是什么味道的，是甜丝丝的，还是
那一次尝的青蒿粑粑是村里的一个娭毑帮忙做的，大家
微苦的清香中能品出的甜。归根结底，我还是想尝尝外婆做 锄菜地摘除杂草忙活了一天，拿起青蒿粑就吃，连声称赞好
的青蒿粑粑吧。
吃。我不喜吃甜，尝到的只是人工甜度反衬出的苦。没人告诉
年底的某天深夜，外婆突然感到身体不适，钻心的疼。一 我青蒿粑粑的味道是苦滋滋的。我不喜欢这样的，因为不是
个一生要强的女子，我的外婆，似乎倒下了。从长辈们的口中 想象中外婆做的甜，那种让人回甘不会厌倦的甜。我还是吃
我才知道，外婆是肝出了毛病，具体病情还不知道，需得做个 掉了手中青黑的一团，上面还有稍硬的壳。

那是在南方的十二月
述，雨点杪有杪无，风祿着带
着水剀，不豳垬但也足 揊
人，这样 唇的天空总是让
人分不清时刻，噌都一样。他
从口藭里袃出手看看姠上的
表，还早脟，一摿风却从唏子
里钻到了袌胰，他潠紧外磧，
脚餕屌在了掉落的赋闗叶
上。
的确还早脟，他刚下高
墣就来到了防边，因为和老
ϸ学们的那场会面还有三四个小时才开始。
说是老ϸ学，其实都是些不痛不峔的朋友，
从前他也很少和他们打交道，这次赶回来也
许真的完全出于毗节吧。他这样想着，却又
动 了，感觉明明是有某种神圧力量祒趲自
己回来的，他也明明知道那所蓂神圧力量的
吸引到底是什么。
走着走着他就到了那沘下路口的转製，
仴树 密的地方，上撻就是那家拉面愂。他
在湿譌譌的仴树下站定了，回忆着。
他想起很久以前自己照着她留下的地
址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的情景，只有一个小时
就要上晚自习了却还是怲到这里来，站在门
外看着她忙敬的女 ，却不颲进去，巡啿着，
又转身离去。他那时时常拿出那灐她留下的
“ 我走了，在通癠巷一家
纸条，文箜告诉他：
拉面愂做溜职，希望你有空能来吃面。”他夸

廨着文箜的意思，担心自己去了会给她添麻
垙。
第二个 期他终于洐起徘气，走进愂里
去，一直调整着呼吸，想让自己表现得平勈，
却发现那里的服务员已经不是她了。他四下
灐望着果然没有发现文箜的身 ，服务员过
来问他是否要点些什么，他点了一份
饭，那个服务员说今天没有了，他说那就
拉面吧。
后来，他又去了一次，雨水 落在他
地走
头上将他从以 的回忆里 离。他
向那家拉面愂，路边刷着红油
油 的
艳的栏 ，地面 湿的 油路的触感，随着
感 越来越真实，记忆中的画面也变得越来
越 橶了。他走进愂里，只有一对老 祪在
忙着，这次他要了一份
饭，佗述螋
甬得他都快流眼衚了。他看着揜上的那些桒
磋，一
小兗黅上 着菜名，当看到那个
用 画在俎 上的笑瑻时，他眼一睚，又
有点想笑，他觉得那个丏 的笑瑻一定就是
她画的……
这次他再回来到这里是在春节前， 上
热闹 䝟，天气也正是阳光灿烂，他都在唇
唇后悔自己为什么要 那么 的衣服出门，
头都有些细 了。
他 着 致，又想去那家拉面愂看看，
门口
的盆 让他感到亲切。进门后他看
着菜单，发现全变了，从日式拉面变成了家
常小 ，来招呼他的是一个
的中年
人。他忘了自己点了什么，看着 上的调料，
仍是和以前一样的小
子 放着，以前
的红 变成了
面， 油变成了 。这让
他难以
，这里的确是变了，这次他不得
不 认。
出门时，他 力回忆着文箜的 样，却
。
只有一个 橶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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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罢了，没了青苔，也没了红枫。顿时后悔没
有多看几眼，我在心中懊恼。
遇见美好的事物，多看几眼将记忆永存，
因为下次遇见却不知是何时。大自然赠与每
个人的美景都是相差无几的，能否为枯燥繁
忙的生活增添一份美景与乐趣，那就看我们
是否能 在 繁 杂 喧 哗 的 世 界 中 用 心 去 寻 觅 到
它。
听春夜洗雨，闻嫩叶洗尘，看园中盛开的
花，路过欣喜的事物，不如停下脚步驻足欣
赏。再好、再喜欢，遇见时多看两眼，放在心
上，存储在记忆里，便好。
19 商英 2 班吴嘉乐

外婆最终还是出院回家
休养。我想告诉她青蒿粑粑
不好吃，就想吃她做的，我嚅
动了一下嘴唇，最终还是没
有说出口。冰箱里还有揉好
的青蒿糯米团，想要的时候
可以拿出来煎、拿出来蒸。这
就是我心念许久的青蒿粑粑
呀，只是缺了外婆经手的青
蒿粑粑还会是我所念念不忘的吗？
世事难料，我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
在午后外婆会在腿上盖件衣服晒晒太阳，也会在晚饭后散散
步；有时她会跟我说说话，也会有很多老人家过来陪陪爱热
闹的她。生活依旧，好像什么都没变，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我从来不是理性的人，我也不认为这个世界上真存在绝对理
性的人。我有私心，我想吃到明年、后年、大后年 至更久之
后 -- 外婆亲手做的青蒿粑粑。
18 电技 1 班 英

1、司马、司 、司空
合称为？
案：三公。
解 ：三公是中国
地位最 显的
三个 职的合称。
以后多为
职。周代已有此 ，西 今文经学家据《 书
大传》、
《毗记》等书以为三公指司马、司 、司
空。古文经学家 据《周毗》以为太师、太 、
太保为三公。
2、古代掌
天象，推 节气，制定 法的
名为？
案： 天监。
解 ： 、 至南 ，太常所 有太史 掌天
时
。五代与 初称司天监，元丰改制后改
太史局。讃南面 有司天监，金称司天台，
圧书监。元有太史院，明时罬用司天监，后期
改为 天监，至清 时 职罬明制，仍
天
监。

书，与

解 ：栋初始有此
名，设 在门 下 省，后
議到中书省。下设
盤毗
漲、 机、缑、户、
五召。北 在中书内
省设政事贚，襀称中
密院分掌政、军，号称“二府”。

6、前身为明太殀剗元瑳设立的“ 卫司”，后
改称“亲军都叼府”，统‟頲仜司，掌管廹 頲
鎪和 卫的是？
案：徇衣卫。
解 ：徇衣卫是明 专有军政疉耝情报机 ，
徇衣卫主要职能为“掌直
卫、巡查檼瀲”，
其首领称为徇衣卫指潍趲，一般由廹 的亲
信席将担任，直接向廹 负责。可以革瀲任何
人，恨畺廹亲国叭，并进行不公开的谱讯。

7、明稌徿时为加强特务统治，东宭之外增设
什么，与东宭及徇衣卫合称宭卫？
案：西宭。
解 ：西宭的职务是錡查浠徫的言行，并可以
3、 代 相直‟的十三个办事机 ，类似于 对疑秨进行 留、用盤，西宭又把监鉒以及法
相为自己设的圧书处的是
庭哼为一体，而氽可随意革瀲 中大徫，可不
案：十三瞫。
向廹 盎 。西宭作为一个 命的特务机 ，
解 ：西 时设立的六 十三瞫 西 时期， 前后只有两任提曹，分籼是 直和 大用。
政治制度耚才发展。从廹 和 相各自
的圧书设置可以看出， 相当时弧力之大。廹 8、中国明代的政府机 ，负责谺社及凤接径
设“六 ”为自己的圧书，即 衣、 匇、
贏抠盎乐鿎事务的是？
冠、 席、 秾与 书。
案：教 司。
解 ：教 司，中国明代的政府机 。前身为
4、负责教浠孤的穳 是？
始于栋代的教 ，明代改为教 司，圈 毗
案：司穳少 。
部，负责谺社及凤接径贏抠盎乐鿎事务，ϸ时
解 ：北 、 代 职名，北 时期为大司穳 为 方 院，拥有 多乐师和女乐。清代 治
少 省称， 代时期为司穳 少 省称，为司
除女乐，改为太监抠盎， 正时 除教
穳 副长 ，正六品 。
司，设立和声署。
5、北 时期与 密院分掌政、军，号称“二府” 文编：灐乐缑
的是？
杨
案：政事贚。

英

李狇 吴嘉乐 于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