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19 日晚，我激动得一夜没合

眼。那晚是南京市今年的首次土地

拍卖，我的眼睛一刻不敢眨，紧紧盯着

电脑上的进程。那一分钟确认时间显

得格外漫长。成交！竞拍成功那一

刻，我兴奋地跳了起来。

这次竞拍给了我们很大信心。每

一个重大招商项目的落地，都离不开上

百轮的洽谈和博弈，这一年不容易，但也

收获满满。相信不管有怎样的挑战，我

们都能用专业和热忱去克服。

（本报记者姚雪青采访整理）

连续 3 个多月，几乎每天 15 个小

时连轴转，从审批流程设计到大厅装

修改造再到工作人员培训……今年 9
月，“一枚公章管审批”的涉企政务服

务平台“浑南会客厅”启用了！

第 一 位 前 来 办 手 续 的 企 业 负 责

人，在代办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不一会

儿就拿到了营业执照。明媚的阳光洒

进宽敞的大厅，也照出他目光中的惊

喜。他笑着向我们频频道谢，那一刻，

我觉得：这几个月的奋战，值了！

（本报记者刘佳华采访整理）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外贸企业

受到一定影响。今年的广交会也转到

了线上。云展会该怎么办？能给外贸

企业带来多少订单？一开始，我们心

里都没底。于是，我们加派了人手，开

幕前半个月几乎住在办公室里。

前不久有企业欣喜地告诉我，他

们接到百万订单，一定能撑过这个寒

冬！我听了有点泪目，我知道，有国家

的强力支撑，有无数一线工作人员的

努力，再大的坎也都能迈过去。

（本报记者姜晓丹采访整理）

极不平凡的 2020 年，给我们留下太多

感人的奋斗故事、太多动人的温暖瞬间。

这一年，我们用一篇篇报道记录着基层

干部的担当与作为。

当目光凝视来时的足迹，

那 些 刻 印 在 你 我 记 忆 里 的 瞬

间有什么？

有抗疫期间，一位党员突

击队员身上挂满土豆、青菜，冒

着严寒，蹚过积雪，为群众配送

物资时忙碌而坚定的身影；

有脱贫攻坚路上，一位第一书记脚下沾

满泥土，心里记挂贫困户，走遍田间地头谋

思路、想对策时急切而充满期待的眼神；

有平安中国建设过程中，一位景区民警

不顾危险进山救援，不辞辛劳日夜巡逻，不

计付出服务群众时令人安心的话语。

回望 2020 年，面对困难和挑战，广大基

层干部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

来，起而行之、勇挑重担，在极不平凡的年份

交出了极不平凡的答卷。

当居家群众收到生活物资时竖起大拇

指，当村里的老乡脱贫致富时洋溢笑脸，当被

困游客获救时心存感念……这样的一个个瞬

间，标注着广大基层干部奋斗的价值与意义。

这一年，对基层干部的关爱也时时在

线。从中央到地方，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为基层放权赋能、完善激励机制，给一线

的基层干部“搭把手”“鼓鼓劲”“降降压”，以

务实的保障让他们安心工作。

盘点 2020 年，本报记者采访

了 15 位奋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基

层干部，请他们说出自己最感动、

最温暖、最昂扬、最振奋、最踏实

的瞬间。从中，我们看到了广大

基层干部面对考验的抉择、挺身

而出的担当、无怨无悔的坚守。

站在新的起点眺望未来，每一位基层干

部 ，不 惑 于 方 向 ，

不惮于行动，答案

就在奋斗中。

用奋斗书写答卷
徐雷鹏

平安中国建设

十五位基层干部讲述——

这些瞬间
留在心间

6 月 30 日凌晨 4 点半，我和同事

们到白水江边巡查时发现，突然暴涨

的水位已经快要漫过路基，街边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面临威胁。

夜幕下，警车在行进途中被落石

击中，警灯熄灭、扩音器进水损坏。顾

不上危险，我打着手电筒，扯开嗓门大

声呼喊：“大家快起来！注意洪水！注

意泥石流！”直到嗓子都哑了。万幸的

是，200 多名群众赶在山体滑坡前成

功避险。那一刻，汗水混着雨水滑落

脸庞，但我的内心却暖流涌动。

（本报记者叶传增采访整理）

“弋法官，啥时候能开庭，公司等

着用钱呢。”一起本应 3 月份开庭的合

同纠纷案，被疫情打乱了节奏。急着

复工的企业负责人，在电话里很焦急。

准备案卷材料、调试网络设备、引

导双方参与……对着手机屏幕，一场

线上调解让双方“握手”言和。前几

天，当事人告诉我，由于调解及时，企

业发展越来越好了。我也打心底里高

兴，毕竟，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我们

的使命。

（本报记者常碧罗采访整理）

上个月，暴雪来袭，哈尔滨市内多

条交通要道中断。看着手机上 20 多

条预警信息，我早早做好了出任务的

准备。到了片区，警戒、清雪、除冰、疏

导、保障，我们各司其职。

一刻未停的双脚被雪水浸透，挥

锹铲雪的手上磨出血泡，在零下 20 摄

氏度的天气，大伙儿却都大汗淋漓。

列队休息时，3 名路过的市民走过来，

向我们竖起大拇指。我起身敬礼致

意，心底一阵感慨：能得到群众认可，

能守护大家平安，苦点累点都值得。

（本报记者张艺开采访整理）

你最踏实的瞬间是什么？

高质量发展 你最振奋的瞬间是什么？抗击疫情 你最感动的瞬间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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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中旬，我正在社区值勤。一天

中午，运送爱心菜的货车行驶到武昌

区滨湖社区时，突然下起了大雨。

“得抓紧发给群众，不然菜都被雨

淋坏了。”来不及吃午饭，我和跟车的

同事立即行动，卸货、分发，再一户户

送上门。全部发完已是晚上 6 点，天色

已暗，灯光亮起，大家长舒一口气。虽

然都被淋成“落汤鸡”，看着空荡荡的

车厢，还是难掩内心喜悦。居家抗疫

的特殊时期，这样的时刻总让人温暖。

（本报记者范昊天采访整理）

防护服上挂着冰晶，护目镜内汗

珠点点，结束新冠病毒检测任务，从冷

库 里 走出来时，一名检测员的手臂已

经冻得无法动弹，过了半天才缓过来。

隔着防护服，我们看不清彼此的脸。

他一手扶着门，一手叉着腰，稍稍缓

缓神。“要不休息会？”我问道。“不要紧。”

他摆摆手，舒展手臂，转身又迈进冷库大

门，继续采集环境样本。那一刻，我内心

油然升起敬意。“我们不是不惧寒冷，只

是沉甸甸的责任催人前行！”

（本报记者王永战采访整理）

最近，我和同事们在机场组织入

境旅客转运，三餐不定，盒饭容易凉，

于是泡面成了最受欢迎的食品。

这一年，为做好疫情防控，我们一

直在交通运输一线，每次脱下防护服，

手上脱皮、脸上压痕都习以为常。

前几天，有同事在家熬好粥，端着

锅来给大家喝。一群人围着一口锅，特

别高兴，看大伙儿顾不上烫赶紧喝粥的

样子，我竟有点感动。再辛苦，一直有

人并肩，一碗粥里，有温暖也有力量。

（本报记者龚相娟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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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你最温暖的瞬间是什么？

今年春天，疫情防控正在关键时期，

晚上 8 点多，小雨伴着雪花拍打着我执

勤的帐篷。既要把疫情防控做好，又要

把村里产业搞好，想来想去心里有些急。

在帐篷里，我拨通了农业专家黄教

授的电话，一番恳谈。后来，黄教授不

仅来了村里，还把菌薯轮作模式免费教

给我们，并因为时间冲突放弃了别处回

报更优厚的项目。不光黄教授，区里的

干部们帮着卖红薯、菌包，不少企业前

来投资，各方的扶持都在向这个小村子

涌来。脱贫路上，我们从未孤单。

（本报记者朱佩娴采访整理）

“ 小 张 ，昨 天 我 一 下 卖 了 20 多 只

鸡，多亏了你啊！这两天一定来家坐

坐！”前几天一早，我在走村入户的路

上接到杨老春老人的电话，他连连向

我道谢。我心里顿时涌起一阵暖意。

杨老春今年 79 岁了，一直想着找

点活干，给家里减轻负担。自从我帮

他申请了 100 只鸡苗，他每天忙得不亦

乐乎。这一年村里变化挺大，看着村

里干净的马路、宽敞的新房、村口老人

灿烂的笑……我想，这就是幸福最好

的见证。

（本报记者黄娴采访整理）

这两天，村民尼玛给我拿来一袋沉

甸甸的土豆，我把给他孩子准备的零

食塞到他手里。一次礼物交换，见证了

这位曾经的贫困户已经自力更生。

之前，尼玛 30 多岁了也不愿工作，

总有“等靠要”的想法。我挺恼火：好

好的小伙儿，可不能没了精气神！

我有空就跑去他家，聊了几次，发

现尼玛有许多顾虑，于是，帮他分析风

险、找办法，他终于振作起来。看见他

从“等靠要”到“踏实干”，我的获得感

也是沉甸甸的。

（本报记者徐驭尧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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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天时间，70 条村庄胡同焕然一

新。尽管身上沾着土、脸上带着灰，但

党员和村民们结伴走在回家路上，心

里的乐却藏不住。这要放在半年前，

我连想都不敢想。

今年 5 月，我刚到芦贯庄村，村里

有人嘀咕，这姑娘能成吗？成不成，看

行动。村里修胡同，党员先上。再动

员，村民有力出力。从旭日初升，到月

明星稀，村里多是抢着干活的身影。

有党支部的引领，有这些忙碌的身影，

推动乡村振兴，我信心满满。

（本报记者肖家鑫采访整理）

今年夏天，赶上一场急雨，我和同

事冒雨跑遍了社区，排查积水隐患。等

回到办公室脱下雨衣，衣服都湿透了，

但想到社区是安全的，就觉得很值。

回味即将过去的一年，很多瞬间

让我难忘：疫情防控期间，老街坊们给

执勤的党员、社工们拿来暖宝宝；帮有

需求的老人采购物品，他们发自内心

的感谢；挨家挨户人口普查时，群众递

上的一杯热水就能化解一天的劳累。

我们的付出大家看得见；也只有更

用心用情，才能对得起他们的信任。

（本报记者潘俊强采访整理）

12 月 14 日，夜幕拉下，正遇寒潮，

刺骨的风直往人的衣领里钻。随着电

工师傅一声“并闸喽！”温暖的光束直

抵路灯下守候的居民，光暖人也暖。

困扰社区居民十几年的电路改造终于

完成，“蜘蛛网”转入了地下管廊。

苍霞街道的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很

重，今年街道推动“支部建在楼栋里”，

在居民党员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居

民自发参与社区治理，像电路改造这

样的民生难题正一一破解。看到大家

生活越来越便利，我干劲十足。

（本报记者刘晓宇采访整理）

你最昂扬的瞬间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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