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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面 评 论 战 疫 评 论 观 点 1+1

防护未到放松时
防火防盗“防”同事

□刘晶瑶

据新华社报道，日前经云南省委批
准，云南省纪委监委对大理市违法扣押
征用途经大理的外省（市）防疫口罩问题
进行了立案调查。依据《中国共产党问
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
有关规定，决定对5个单位、8名责任人
进行问责处理。其中，给予大理市委书
记高志宏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
处理，给予大理市委副书记、市长杜淑敢
同志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

扣押过境防疫口罩，大理的迷之操
作，终于有了下文。市委书记免职、市长
撤职，这一处理不可谓不严厉，甚至可以
说是超出了很多人的原本预期。而相较
于问责结果，官方通报中有关此事的定
性措辞，同样信息量巨大。

“情节恶劣，性质严重，严重干扰了
全国防疫工作大局。”“暴露出大理市委、
市政府在紧要关头，无视政治纪律，漠视
国家法律，本位主义严重，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突出。”应该说，这一判断还

是很公允、很准确的，与民众关于此事的
下意识观感也是高度契合的。事发之
初，就有声音指出，此举无异于“拦路打
劫”，普通人都不能干的事，更不用说是
一地主政官员了。很难想象，一地公共
管理部门公然卡截物资、扣留口罩，这不
只是不顾身份、撕破脸面，而是知法犯
法、恃权逞恶。

越是特殊时期，越是要坚守底线；越
是时局艰难，越是要同舟共济。抗击疫
情，全国一盘棋，“本位主义”是绝对不允
许存在的。只顾自己不顾整体，但求自
保自利无视全局利益，这样的领导干部，
根本不配任一地主官，更没有资格在战
疫攻坚阶段继续履职。大理班子遭严厉
问责，所传递出的信号是清晰而明确的，
疫情防控也要严守法律法规和政治纪
律，占山头搞割裂，乃至以“抗疫”之名行
财产侵占之实，通通都是不能容忍的。

疫情面前，我们更得强化命运共同体
的共济互助，而不是损人利己图一时之利。

违法扣押口罩市长被撤职
抗疫共同体岂容拆台

□蒋璟璟

疫期龙抬头
理发有讲究

□李晓亮

二月二，龙抬头。如按
旧历，有各种民俗讲究。当
然，时下还能说起的，就剩
剃头了。

小 孩 剃 头 ，叫 剃“ 喜
头”。借龙抬头之吉，佑孩
童健康。大人理发，辞旧迎
新，讨个彩头，是想顺风顺
水。当然，有此习俗，估计
除早年民间信奉各种“正月
忌讳”，主要或还因农耕社
会，过完大年，百业复兴，包
括剃头铺在内复工复产，才
有集体剃头需求和服务。

如此前无体会，时下二
月可能就有切肤之感了。
不说人，网上流传的各种猫
狗剃毛，因宠物美容关门至
今，当初“无毛怪”VS 当下

“长毛怪”，刺目对比图，都
让人过目难忘。

年前就有先知网友，对
年后闭关结束，全民都顶着
《流星花园》里F4飘逸过肩
发型复工有过讨论。最近，
关于想念Tony老师的呼声，
更一浪高过一浪。“九月九
日忆山东兄弟”，二月二日
唤Tony老师，再应景不过。

但，换角度想，剃头变
成全民热望，说明当下防疫
态势还未完全明朗。虽数
据有向好，但此前复工聚集
致零星感染风险，和部分地
区民众摘口罩扎堆欢聚，还
是提醒我们，风头没过，还
需忍一忍。

疫期龙抬头，剃头不急
一时。不少网友，转发“龙
抬头”海报，不忘加一句“疫
情不过，头发不理”。不是
说不理发，而是不必非在某
日，扎堆聚集凑热闹。

关于疫期理发，还有些
故事。比如此前援助疫区
的医疗队，为方便打理、减
少个人穿戴时间和感染风
险，出征前多选择“削发明
志”，甚至还有统一剃头的。

上海有医院自设“Tony
理发店”，集中为外援队员
统一剪发，所有人要求，都
是尽量剪短。这种自发自
愿，则让人感动。今儿还有

“援鄂医生用头发给同事缝
伤口”。陕西医疗队一名队
员理发时，不小心被剪伤耳
朵，有同行用头发作线精微
缝合。

这个发生意外的理发
师，不知是过劳，还是医护
自助性非专业操作。这其
实也提醒所有防疫一线各
个工种，都应注意科学作
息，以及剃头这种细枝末
节，都该有科学安排。不想
拖成持久战，但却已奋战月
余，人非机器，必须休息。
让一线人员合理休养，“强
制休息令”频发，都说明一
线超负荷严重。

把返工人员接回来
构建防疫“闭环”

□蒋璟璟

据证券时报报道，因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大量人员尚未
返程，各地用工缺口巨大。为
此，各城市纷纷出台补贴政策，
助力企业复产复工，稳定扩大
就业。继浙江后，福建、江苏、
广东等地“包邮接人”模式接连
开启，一些“财大气粗”的企业也
加入了包机接员工返岗的大
军。从目前各省份公开数据来
看，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
地区规上企业复工率已超过
70%，企业生产经营正有序恢复。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帮助农民工安全有序返岗，
已成为恢复生产的重中之重。
之于此，各地已经渐渐摸索出
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对成
规模、集中性的劳动者协调相
关部门开通专车、专列，努力实
现“出家门上车门，下车门进厂
门”，这最大程度上避免了行程
中的暴露风险。把工人接回去
而不是“等工人回去”，将防疫环
节前置，构建跨省域的防疫闭
环，对于防止因为返程高峰而造
成疫情二次传播是极具意义的。

事实上，就算不是基于防
疫的考量，每年春节过后各地
都会上演“抢人大战”。工厂从
坐等工人上门来求职，到在汽
车站、火车站“拉人”，再到近些
年来守在劳务输出地“抢人”，
这是人口结构、产业工人规模
收缩之下的必然选择。把返工
人员接回来，这既是对人负责，
也是对经济负责。

精微防疫 切勿大意
□李晓亮

最近两日，除湖北以外各
地确诊病例不断下降，多地新
增病例甚至为0。也是有此数
据依托，广东、山西、云南、贵
州、甘肃、辽宁等地纷纷将应急
响应级别下调。

“久居樊笼里，复得返自
然”，困居日久，外出放风之念，
就愈加炽烈。上个周末，广州、
上海、郑州等地网红餐馆已排
长队；广元露天茶铺，人满为患；
北京香山大堵车……如此扎堆
聚集，风险之大可想而知。方方
疫期日记那句“时代的一粒灰，
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广
为传颂，也是因道出了此间真
意：灾难概率再小，对个体而言，
只要不幸染疫，就是大事。

此前有关人士回应，除医
护一线抗疫感染，一般社会性复
工聚集导致的感染，不被认定为

“工伤”。所以，张文宏日前“防
火防盗防同事”复工防护金句，
才更深入人心。诚哉斯言，个人
防护，再细致严密都不为错。

“0新增≠0风险”“有信心
≠能大意”，当然还是老牌三字
经：不聚集，不聚会，戴口罩，少
外出，勤洗手，多开窗……一念
大意，前功尽弃！

疫情当前，很多人每天醒来第一件
事，就是查看相关新闻。每一个确诊病
例都牵动着人们的心，在全面复工复产
的关口，发生在办公场所的病例更让人
忧心——日前，几个地方先后出现数起
复工复产后的聚集性疫情，致使密切接
触者被感染，多名同事被居家隔离。

在北京，一名公务员回京后没有隔
离观察14天，在食堂吃饭处理餐盘时，
与他一起聊天的密切接触者没戴口罩，也
被确诊为阳性；在山东，某单位未按要求
测量体温，一病例发病后竟连续12天带
病上班未被发现，每天违规召开晨会，造
成疫情扩散，截至2月11日关联病例已
达8例；在湖南，某单位工作人员违反规
定多地多次聚餐聚会，造成多人感染……

分析和总结复工复产后的聚集性疫
情背后的共性，有助于制定更为科学合
理的复工复产政策，将聚集性疫情的风险
降到最低，杜绝潜在的病毒感染干扰正常
生产经营秩序。不难发现，上述疫情案例
的共性，正是缺少“万无一失”的防控底线
思维，产生松口气、歇歇脚的懈怠情绪，抱
有“怎么可能是我感染”的侥幸心理，才造
成了“一失万无”的疫情蔓延后果。

习近平总书记21日主持召开的中
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清醒看到，全国
疫情发展拐点尚未到来，湖北省和武汉
市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卫
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曾光接受媒体采
访时也表示，湖北省外确诊病例在下降
的过程中还可能再上升。“目前不敢太乐
观，因为从各地发生的一些情况来看，好
几个城市已经出现这样的苗头。”

近日，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
文 宏 也 提 出 了 复 工 的“3 大 注 意 事
项”——防火防盗“防”同事。张文宏认
为，单位复工之后依然要注意防护，比如
上个人在公用电脑打喷嚏，病毒有可能

通过键盘传给下个人。同事“防”住了，
一切都防住了。

拐点未至，疫情防控已进入最吃劲
儿的关键阶段，需要以静制动。各地陆
续有序复工复产，有序组织务工人员返
岗，建立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
运行秩序，需要以动促静。一静一动，看
似对立，实则共生，如同非常时期、特定条
件下走平衡木。较之平常，这个平衡木该
怎么走？更考验治理水平和责任担当。

防疫重任不仅在员工头上，在企业
肩上，也在政府身上。走好这个平衡木，
需要多方携手前行，共同努力。

从员工的角度来看，本着对个人、家
庭和社会负责的态度，做好个人防疫消
毒，佩戴口罩测量体温，严格执行隔离观
察措施。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症
状，及时报告，及时就医，做好隔离，严禁
带病上班。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应科学安排疫
情期间的复工复产，筑牢联防联控严密
防线。借助小程序、健康码等现代信息
技术摸底员工个人信息。有条件的行
业，倡导居家办公、线上办公等方式，提
高复工率、降低返岗率。对于工厂、商超
等人员密集的办公场所，彻底消杀、加强
通风换气，重点关注就餐卫生，采用分时
段就餐、分散就餐等方式，尽可能减少人
员聚集。

从政府角度来看，应提高主动服务
的意识，保障已复工和准备复工企业日
常防护物资需求，助力救助政策精准落
地，多些雪中送炭的暖心之举，少点“设
置层层关卡，漫天索要各类证明，敷衍塞
责以求免责”的“中梗阻”。

麻痹大意是大敌。这个时候，只有
小心谨慎，手段科学，措施严密，上下配
合，落细落实，才能既做好防疫，又搞好
复产复工，把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两手都抓好。 据新华每日电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