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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交好民生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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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大学生“想回回得去”“想留留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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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庆市场“遇冷”：彰显务实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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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不久前，
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
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统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节日期间各
项工作。时值寒冬，春节将至，确保疫情防控
有力、市场供应充裕、安全生产有序，对于广大
人民群众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春节意义重大。

保供稳价增添“烟火气”。民生工作是要
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的，所以必须解决好
每一个具体问题。对于老百姓而言，民生很多
都体现在煤电油气、柴米油盐等小事上。春节
期间交好民生答卷，既要做好能源保供稳价工
作，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又要确保“菜篮子”
不空、“米袋子”满满、肉蛋奶价可以接受。

特别是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各地
各部门务须保障各类农产品出得了村、上得
了路、进得了城、上得了桌。目前全国不少地
方都已经在着手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探
索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比如着力治理囤积

居奇、哄抬物价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适当
提高价格临时补贴标准等。春节期间要进一
步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产品质量监管、价格监
管，更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慎终如始拧紧“安全阀”。一方面，要毫
不松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克服麻痹思想、松
劲心态，尽量减少人员流动和聚集，织密冬春
疫情防控网。另一方面，要强化安全责任，切
实把各项安全监管措施落实到位。岁末年
初，有些企业常常抢工期、赶进度，加之低温
雨雪冰冻等极端天气增多，在安全生产方面
绝不能有“歇歇脚”“松口气”的侥幸心理。各
方要始终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处
理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有针对性做好风险
评估。安全生产只有进行时，没有冷热期。
特别是，要努力保障群众春节平安有序出行，
严管“两客一危一货一面”等重点车辆，严查

“三超一疲劳”等严重违法行为，确保群众安
全出行。

民生关怀落到“心坎上”。春节期间开展
走访慰问是拉近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渠道。
走访慰问不应该单纯是钱物上的关心，还应
带着一颗真心，换取一片真情。比如，听一听
田间地头的唠叨，算一算群众关切的“民生账
本”，谋划好新一年如何解决群众的操心事、
烦心事、揪心事，这样才能把民生关怀精准送
到困难群众心坎上。有些人群和事项需要给
予特别关注，比如对于遭受洪涝等灾害的家
庭，应及时调研和慰问，抓紧解决他们可能存
在的生活困难。农民工欠薪问题也需要进一
步重视起来。

开局决定走向，起跑影响全程。今年是
“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做好春节期间各项工
作，交出一份漂亮的民生答卷，对做好全年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具
有引领示范意义。越是关键节点，越要关注民
生，越要从实事入手踏踏实实干。展望未来，
更多精彩民生答卷等待我们书写。

感谢你的坚持
山东笏山金矿事故回风井井筒打通了！截至目

前，已有11人全部成功升井。对倍加关注事故救援进
展的人们来说，这无疑是一则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生命贵在坚持。连日来，山东笏山金矿事故救援
的每一步，都是对这句话的生动注解。从敲击钻杆以示
回应，到传回纸条表明身体状况，再到如今成功升井，
正是坚持的勇气，给了被困工人更多生的希望；从救援
工作夜以继日地展开，到救援人员、救援装备持续增
加，再到奋力打通救援通道，正是坚持的信念，给了救
援人员克服困难、争分夺秒的力量。

感谢你的坚持，感谢坚持带来的感动。眼下，还有
工人被困井下，救援仍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希望救援再
接再厉，希望更多被困者平安归来，愿你们全力以赴、
坚持到底！ 文/马若虎 图/王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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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进口车厘子检出阳性”要重视勿恐慌
1月22日，江苏无锡市梁溪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发布通报称，对进口食品开展常态
化监测中，发现一份进口车厘子表面核酸检
测呈阳性。当地迅速落实流行病学调查、核
酸采样、环境全面消杀等措施，共采集环境、
物品、人员标本199份，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上述一批车厘子部分流入浙江台州临海市某
超市，当地共采集环境、物品、人员标本121
份，检测结果也均为阴性。

近段时间，多地进口冷链食品频频“中
招”，让人不免心生担忧，有人甚至因此不敢
买不敢吃。据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
专家吴尊友等专家介绍，保存水果的温度比
冷冻鱼肉等食品的温度高，车厘子核酸检测
阳性，不代表一定有传染性，只要注意手卫
生，吃水果前用流水清洗，就不会有感染风

险。
相关部门对进口冷链食品管控十分严

格，规定进口冷链食品没有核酸检测报告不
得上市，这就从源头上架构了第一道防线。
按照指南，进口冷链食品首次与我境内人员
接触前，必须实施预防性全面消毒处理，海
关、交通、卫生、市场监管等各部门须各司其
职，严格落实源中防控的各项要求和举措。

做好进口冷链食品疫情防控工作，相关
经营企业、电商平台必须履行防控主体责
任，严格按照规定落实货物源头管理、员工
健康监测、场所清洁消毒等防控措施。日
前，京东集团副总裁曾晨在北京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京东生鲜
去年9月推出“逢鲜必检”措施，现进一步扩
大“逢鲜必检”范围，入库生鲜做到全批次核

酸检测，冷链作业人员每周进行核酸检测，
所有场所定期消杀。经营企业、电商平台这
个环节绝不能放松，这是保障进口冷链食品
安全的一大关键。

总体而言，冷链食品疫情防控要做到
“三快”。一是检测快。要严格按照相关规
定和要求，做到应检尽检，不留死角。二是
防控快。要立即采取防控措施，查封下架相
关商品，并对人员、场地、商品等予以隔离封
闭和检测，发现阳性或疑似病例，立即隔离
治疗，以切断病毒传播途径。

三是发布官方信息快。要及时用官方
权威信息引导舆论，防止不实传言和谣言误
导消费者，积极引导社会公众既重视又不恐
慌，为加强疫情防控营造积极良好的舆论环
境和社会环境。

近日，位于大连的东北财经大学寒假正
式开启。在大连市政府的支持下，东北财经大
学为返乡学生提供了包机、高铁专列、点对点
送站服务。11899名东财学生于1月20日至
23日，分4个批次离校离连。早在1月17日，
大连外国语大学的172名学生就登上了大连
至兰州的包机航班，顺利返乡。

目前，大连所有中风险地区都已经下调
为低风险地区，疫情发生之后，大连各高校学
生严格遵守防疫要求，风雨同舟，坚守在校园，
为疫情防控作出了贡献。现在正式启动寒假，
确保学子安全顺利返乡过年，也是高校和地方
政府的责任。

大连高校学生包机、高铁专列模式之所
以能够顺利运行，在于高校、地方政府以及机
场、铁路部门、航空公司等的密切配合。包机
和高铁专列都是在大连市政府的支持和协调

下开展的，为了减少接触，确保学生旅途安全，
机场设置了大学生返乡专用柜台、大学生专用
临时休息区，高铁站也开通了大学生快速检票
上车的绿色通道，而去往机场、高铁站的路途
则有高校专车护送。可以说，正是相关方面的
精诚合作、无缝对接，才实现了这一模式的高
效运转。

接下来，将有更多高校学生放假返乡，在
当下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的背景下，如何确
保大学生在返乡以及来年春季学期返校时的
安全，高校以及地方政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
原则，在严格落实防控要求的同时，积极主动
作为，担起更大的责任。这既是体现高校人文
关怀的要求，是一个加分项，又是高校和地方
政府的职责所在，是一道必答题。

为应对春运期间人员流动加大、疫情防
控要求趋紧的现状，各地正在按照要求制定针

对返乡人员的疫情防控政策。把大学生送出
高校、送到机场、送上高铁，任务还只完成了一
半。大学生能否安全顺利回家，还需要生源所
在地政府的配合，既要落实防控要求，又要做
到精准施策，避免“一刀切”、过度防疫，不给大
学生设置防疫要求以外的更多限制。

而对于河北石家庄等高风险地区目前仍
滞留在高校或者因老家属于中高风险地区不
具备返乡条件的大学生来说，他们的情况更让
家长担心。对于这部分大学生，高校不能回避
责任，不能甩包袱，尽全力保障留校学生的安
全，做好后勤保障和服务工作，满足衣食住行
等各项生活需求，避免“想回回不去”“想留留
不下”的尴尬。对于家庭经济困难、需要临时
救助的学生，还要及时发放临时救助资金，保
障他们的正常生活需求，让家长放心，让全社
会放心。

涉疫造假，不是玩笑是违法
近日，山西省大同市公安机关接到举报，有一复

印店出售制作核酸检测报告。接到举报后，警方开展
调查取证，复印店老板魏某岗对其出售造假核酸检测
报告一事供认不讳。这一复印店出售造假的核酸检测
报告11份，获利200元。

类似的涉疫造假问题，近期频频出现，需要高度
警惕。不久前，一款名为“健康码演示”的软件曾悄悄上
架，这款软件不仅能根据用户的需求随意更改身份信
息、显示城市地区等，还能自行更换健康码的颜色；在
河北，第三方机构济南华曦医学检验有限公司承担核
酸检测工作时，在样本尚未检测完成、未知已完成检
测数量和结果的情况下，谎报送检样本全部为阴性，
造成了当地疫情防控上的被动，影响了地方相关决策
……类似涉疫造假行为已经先后被惩处，但同样也给
所有人敲响警钟：涉疫造假，无论获利多少，无论何种
形式，都不是玩笑而是违法。

文/梁建强 图/任之初

记者了解到，在过去一年里，新冠肺炎疫
情不仅令西安婚庆市场“降温”，更给婚礼带
来了形式上的变化。为符合疫情防控要求，
不少婚礼“由大变小”“由小变精”。消费上的
多元化需求，倒逼西安婚庆行业沥干“水分”，
在精简规模的同时，不断改善服务的模式和
质量。在纠结数天后，西安白领彭淼和爱人
最终决定不办婚礼。（1月24日中国新闻网）

有言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结婚
乃人生之大事，结婚举行婚礼也因此而成为
千百年来的坊间习俗。一对新人在热热闹闹
的婚礼中接受亲朋好友的祝福，的确有着满
满的幸福。然而，眼下情况很特别——新冠
肺炎疫情仍在肆虐，截止2021年1月25日零
时36分，全国共有6个高风险区，68个中风险
区。在这种情况下取消婚礼无疑也是一种必
要的“战疫姿势”。

我们知道，新冠病毒主要是人传人，防止
和避免人员聚集活动是最有效的阻止手段之
一。通常情况下结婚时少则十几桌，多则几
十桌，甚至上百桌，亲朋好友前来祝贺，很是
热闹。但是基于眼前疫情形势，这种热闹要
不得。眼下甭说是举办婚礼，就是出去打工
者都提倡“原地过年”。去年年底中办、国办
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减少人员流动和聚集活
动，旨在防止疫情扩散和蔓延。取消婚礼实
属非常时期的无奈之举，不得已而为之。

婚庆市场“遇冷”乃“民之幸”，也是一种
必要的“战疫姿势”。 一来避免了过多的人员
聚集。结婚不再举办婚礼，而是“悄悄进行”，
虽然形式上看有些“不完美”，但却是在为防
疫助了一臂之力。人员不聚集，防止了避免
了感染几率，于家庭于社会于他人都有好处，
这对于人们来讲无疑是一种幸运；二来契合

了厉行节约的优良传统。举办婚礼大操大
办，造成了很多无谓的浪费，与当前倡导的节
约精神相左，而取消婚礼，人情份子减轻了不
说，还节约了粮食食物，符合当前的节约精
神。

眼下春节将至，春节除了被赋予团圆的
意蕴之外，也常常是举办婚礼的黄金期，鉴于
当前疫情形势，还是不举办婚礼为好。其实，
举办婚礼只是一种形式，并没有太多的实质
意义，只要履行了法定结婚程序——登记结
婚，就是一对合法夫妻，实在没有必要大肆铺
排。倡导简朴婚礼，甚至取消婚礼应成为一
种社会遵循，尤其在疫情吃紧的当下，这种做
法更为重要。在疫情和婚礼的天平上，婚礼
应该让位于疫情，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
和避免疫情的扩散和蔓延，才是一种更为重
要的“战疫姿势”。

“只提轨迹不提人”
新流调报告值得提倡

近日，北京、上海等城市流调报告出现一大变化：
新增确诊病例流调报告中隐去了病例的性别、年龄、籍
贯等个人信息，以涉及区域和场所的信息披露为主。这
种在尊重个人隐私、弱化病患及家人压力的同时，保障
公众知情权的做法，值得赞誉和提倡。

疫情发生以来，流调报告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
点。确诊病例的流调信息，连着国家防疫大局，也连着
公民的尊严和隐私。民众基于恐惧病毒和安全防护等
心理，往往对流调信息格外敏感。一旦信息泄露，会引
起网民的强烈关注和热议，甚至可能引发对患者身心
造成伤害的网络暴力。因此，如何恰到好处地披露流调
信息，处理好个人信息保护与社会公共利益间的平衡，
考验各地疫情防控的能力和社会治理精细化的水平。

北京和上海“只提轨迹不提人”的流调报告方式
之所以赢得好评，在于把握好信息披露的分寸，拿捏好
公权与私权的边界。特别是除必要的轨迹之外，不再公
布患者性别、年龄等非必要信息，不给“隐私变谈资”以
可乘之机，避免了信息溢出可能招致的网络暴力和人
身攻击，折射出信息化时代国家对公民隐私权的重视，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流调是针对患者家庭情况、出行轨迹、社交关系
等方面的全方位调查，所接触的信息数据庞杂，信息经
手的环节也多，流调工作的标准化、精细化、专业化，事
关社会信任。当前，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我们倡议多
一些以人为本的柔性治理，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也是群众的热切期待。文张漫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