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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9 日，107 国道跨京广铁路转体
桥开始进行转体（无人机照片）。

当日，由中铁十一局集团承担施工的
孝感 107 国道跨京广铁路转体桥成功转

体。此次完成转体的转体桥转体段箱梁左
右幅长均为88米，放在铁路南北两侧，纵向
分5大段现浇施工，转体后再施工合龙段施
工。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新华社哈尔滨1月19日电（记者闫睿 侯
鸣）黑龙江省绥化市纪委监委 19 日通报，望
奎县 16 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因疫情防控
不力被追责问责。

王淑谧，望奎县副县长，县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副指挥长。对望奎县疫情防控严峻形势
研判不足、预警不力，从常态化转为应急化处
置不及时，致使望奎县疫情快速传播，造成严
重社会影响，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经绥化市委
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提名免去王淑谧望奎县
副县长职务，其免职程序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办
理；绥化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给予其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赵国利，望奎县副县长，县疫情防控工
作指挥部副指挥长。对望奎县农村疫情防控
措施落实不严不细，对惠七镇防控流于形
式，发生聚集性疫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经绥化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提名免去
赵国利望奎县副县长职务，其免职程序按照
有关法律规定办理；绥化市纪委常委会会议
研究，决定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孙智勇，望奎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县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副指挥长。对望奎县

重点人员排查、疫情管控工作领导不力，负
有重要领导责任。经绥化市纪委常委会会议
研究，决定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陈丽瑶，望奎县卫健局党组书记、局
长，县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副组长。对县疫情
防控医疗组织保障不到位，工作不实不细，
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经望奎县委常委会会议
研究，决定免去陈丽瑶望奎县卫健局党组书
记职务并提名免去其局长职务，局长免职程
序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办理；望奎县纪委常委
会会议研究，决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

望奎县卫健局副局长刘强、望奎县惠七镇
党委书记于业伟等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也被追
责问责。

绥化市纪委监委通报称，各级党组织要
增强政治意识，坚决扛起疫情防控政治责
任，将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
抓。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发挥好监督保障执
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对落实疫情防控措
施不坚决、不到位，防控措施“一刀切”

“层层加码”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强
化监督，严肃追责问责。

湖北孝感：107国道跨京广铁路转体桥成功转体

黑龙江黑龙江1616人因疫情防控不力被追责问责人因疫情防控不力被追责问责

随着春节临近，各地即将进入返乡高
峰，大家渴望回家的心日益迫切。不过，受
最近全国各地疫情多点散发的影响，“回不
回家过年”成了人们近期热议的焦点。各地
也纷纷出台严格的防控措施，截至 1 月 14
日，已有29个省区市倡议“就地过年”，减少
春运途中感染暴露的风险。
春节前国内外疫情升级，并呈现新的变化

近期，我国本土疫情呈现零星散发和局
部聚集性疫情交织叠加的态势。辽宁、河
北、北京以及黑龙江等多个地区发现零星病
例，辽宁大连的金某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通过一场家庭聚会，引发了“1 传 11+33”的
超级传播事件。北京顺义一家7口感染，造
成了高达432人的密切接触。河北疫情相对
严峻，截至1月13日24时，河北省现有确诊
病例463例。虽然目前河北疫情的“零号病
例”还未找到，但集中度高、关联性强，婚宴、
满月酒、赶集、聚餐等聚集性活动，都是病例
活动轨迹的高频词。

“从国外来看，前段时间适逢圣诞节和
新年，很多欧美国家的社交聚集活动大幅增
加，导致疫情大肆蔓延。”复旦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教授胡善联分析说，不难发现，近一段
时间疫情的特点是：欧美国家以社区传播发
病为主，国内则是聚集性发病更多。在每天
新增的病例中，本土病例占了85%，外来占比
达15%；而在几个月前，这个情况是完全相反
的，这说明疫情形势有了变化。1月13日，国
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
锋也介绍，国内多地报告本土散发病例和聚
集性疫情，呈现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传
播速度快、患者年龄大、农村比例高等特征，
有些地方出现了社区传播、多代传播。

需要警惕的是，除了本土确诊病例大幅
增加，河北还新增了1例死亡病例，这是自去
年5月17日以来，时隔242天后，我国首次出
现本土死亡病例。截至1月14日，全国有2
个高风险地区，1个在河北，1个在黑龙江；70
个中风险地区，7个在北京、29个在河北、25
个在辽宁、9个在黑龙江。面对严峻复杂的
冬季疫情防控形势，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
多个省份纷纷发声，倡议在工作地过节、非
必要不离开当地。截至 1 月 14 日，包括北
京、天津、上海、河北、河南、山西、山东、贵州
等在内，全国已有 29 个省区市先后提出了

“就地过年”的倡议。为了激励人们春节留
在当地，有的企业会提供年夜饭和红包福
利，有的地方则提供消费券、景区减免票价
等优惠政策。

回家途中将面临诸多不可控风险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视的一个节日，尽管

疫情形势严峻，很多人还是希望能回家，毕
竟忙了一整年，尤其因为去年疫情一年都没
有回家的人，就等着最后阖家团圆了。但记
者采访多位专家时，他们一致表示，目前疫
情传播反弹风险仍在，回家会面临诸多不可
控制的风险。

冬季病毒传播更快。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伯礼表示，去年国庆节，“几亿人口在流动
都没有事儿”，但春节期间流动“不行”。因
为现在正处于寒冷季节，非常适合病毒生
存。尤其春节各种活动主要集中在室内，更
增加了风险。国庆时中国基本没有本土病
例，现在多地出现本土病例，给春运敲响了
警钟。张伯礼认为，现在到2月底的防疫非
常关键，挺过去，迎来春暖花开，加上新冠疫
苗普遍接种，疫情防控形势基本会大好转，
甚至可能迎来决定性胜利。

病毒变异风险较大。1月13日，世界卫生
组织表示，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英
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20个国家和地区出
现了南非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此外，巴西
研究者也发现了另一种变异新冠病毒。全球研
究机构现已初步证实，有变异病毒导致的传染
性增强了，衡量指标是续发率提高了大概10%
~70%。2020年 12月30日，中国上海首次报告
了英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疫苗屏障尚未形成。胡善联说，病毒变
异给疫苗的研发和预防效果带来挑战，目前
还不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疫苗身上。虽然
国内的灭活疫苗比较可靠，保护效果可达
79%。但目前只是优先九类人接种，想要形

成接种率达70%以上的免疫屏障，数量还差
得远。以上海为例，上海人口有2400万，当
前接种人数才到 60 万，只占总人口的不到
3%。因此2021年的目标要以推广全人群接
种为主，以便早日形成免疫屏障。

人口流动风险加大。众所周知，中国春
运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活动”。
2019年春节，约有4亿人口发生流动。2020
年春运全国旅客发送量达30亿人次。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近日
表示，春运期间交通工具拥挤，一旦有散发病
例，会增加传播风险。例如，1月13日，吉林省卫
健委通报称，1月12日新增的3名无症状感染者
均为同一列车同一车厢人员。上次国庆节有过
一次全国人民的集中出行，中国经受住了考验，
但春节风险比国庆大很多。

社交聚集更加频繁。“过去，我们认为城市
人口密集，病毒传播风险大，忽略了农村，这是
我们防控意识不足。”胡善联表示，最近国内的
疫情病例都体现出，农村是防控的薄弱环节。
尤其新年礼节性走亲访友、参加婚宴、请客吃
饭等，其流动和聚集程度往往胜过城市，群体
聚集的传播风险更大。一旦外出人员回乡再
返城，会扩大传播范围和防控难度。

环境传播链条不清。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感染病科主任黄燕说，从人传人、物传人到人
传物，从核酸检测阳性的汽车零部件，到频频
爆雷的冷链，再到这次在农村地区暴发，狡猾
的新冠病毒几乎无孔不入。虽然疫情已发生
一年多，但人类对于新冠病毒的理解仍然有
限，防疫意识容不得一丝大意。

在哪过年都要做好防护
随着春节临近，国家卫健委和一些地方

政府都呼吁大家尽量留在工作地过年，减少
人员流动。胡善联强调，控制传染病主要有
三种方法：控制传染源，尽早发现无症状者；
阻断传播途径，如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减
少聚会等；管控易感人群，这主要靠疫苗接种
达到免疫屏障，但随着变异病毒产生，疫苗效
果有待进一步观察。为降低感染风险，建议
大家就地过年。高风险地区人员一定不要到
处走动，中风险以上地区的最好不要返乡；低
风险地区人员也不能掉以轻心，毫无顾忌。
黄燕建议，就地过年的人们，提倡微信、电话、
视频拜年的新风尚；尽量通过线上购物等置
办年货，少去人流量大的地方；不举办、不参
与大型聚集性活动。

当然，有部分人因为有要事，必须回
家。为了努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有序出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11个部门发布了《关于
做好2021年春运工作和加强春运疫情防控
的意见》（下称《意见》），要求统筹做好春运
工作和疫情防控。《意见》中称，经会商研判，
2021年春运我国人口流动规模将显著低于
常年，客流量存在较强不确定性。各地区要
建立由政府主管领导牵头的春运工作机制，
并将卫生健康、教育、文化旅游部门纳入。
各类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春运期间要
增加通风、消毒等措施频次，落实飞机、列
车、长途客车、重点水域水路客运等交通运
输工具的实名购票、对号入座，加强乘客和
一线职工个人防护。

除了国家防控保障外，黄燕建议，不得不
回家过年的人，一定要严格遵照防控要求。尽
量不要出国过年，归国过年人员应遵守国内防
控规定，配合做好“14+7”隔离和核酸检测等。
目前各地已出台相关返乡人员防控政策，大家
最好提前咨询，再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返乡。例
如，上海要求来沪返沪人员，一律实施14天社
区健康管理，2次核酸检测。吉林市从外省返乡
进村人员须持3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健康
通行码。武汉市要求低风险区返汉人员持7天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体温正常且持绿码和通
信行程卡。河南洛阳低风险区返乡要进行“14+
2”天居家隔离，隔离费用自理……

此外，建议外地返乡人员尽量自驾返
乡，错峰出行，减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若乘
坐公共交通，建议全程戴好口罩，做好消毒
等防护工作。返乡后，最好先做一次核酸检
测，并自我隔离，这是对自己及家人健康的
负责；减少外出串门、聚餐、旅游等活动，少
去人员密集的场所。此外，建议大家尽量早
些返程，避开返程高峰。 本报综合消息

今年春节就地过年今年春节就地过年
100 多年前，这里是法租界老渔阳里 2

号。1920年，陈独秀等在此办公，中共上海
发起组在此成立。《新青年》编辑部里，进步
青年热烈讨论，探索救国方向。这个普通的
弄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播中
心，还吸引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去探究中国革
命道路。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说，从渔
阳里“星火初燃”，到中共一大召开，我们党
已经初步具备了一个现代政党的基本要素和
成立的逻辑过程。

在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校对了陈望道翻
译的 《共产党宣言》 首个中文全译本。1920
年 8 月，这本影响中国历史的小册子正式出
版。“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
是共产主义……”一百多年来，小册子中的
真理养分滋养着中国大地，不断结出甘甜果
实。目前，首版红色封面的 《共产党宣言》
在全国仅发现12本，上海存有5本。

距渔阳里约2公里，名为“辅德里”的老
石库门建筑是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所在地。
它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
寓所，并且党领导的人民出版社、平民女校
等曾在此办公，《共产党》月刊在此编
辑，首部党章在此诞生……党的事业
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如今，中共一大会址正在修缮，
中共一大纪念馆正加快建设，中共二
大会址纪念馆也加紧提升内部陈列，

这些场馆都将在今年“七一”前以新面貌开
放，讲述红色历史。

“漫步上海的大街小巷，有许多中国共产
党创建史上的‘第一’。”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常务副校长徐建刚说，这座城市为中国共产
党诞生提供了现代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运
动的各种条件，是初心之地、光荣之城。

根据上海市最新复核统计，上海现存
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上海解放这段时期
内的各类红色资源 612 处，包括旧址、遗址
497处，纪念设施115处。

繁华热闹的街道中，这些红色地标静静
矗立，记录了百年前进步青年的思考和呐
喊，也见证着当下日新月异的发展：在复旦
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一支名为“星
火”的党员志愿服务队在讲解宣言故事、实
践宣言精神；2019年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
馆推出“话说一大：听00后讲建党故事”中
小学生研学活动，让“小小少年”用稚嫩童
音讲述他们学习到的建党小故事……

在上海，红色历史“走出”老建筑，融
入城市日常。

新华社上海1月19日电

星火星火，，在这里初燃在这里初燃
距离中共一大会址大约1公里的地方，就是上

海市黄浦区南昌路100弄2号，墙上铭牌显示“中国
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和“《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这里记载着诸多跨越百年的红色记忆，如今，经常
有很多人来参观这栋石库门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