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吐槽干部草包被行拘引热议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记者
易艳刚 张典标） 1 月 27 日, 《新华
每日电讯》 刊载题为 《如何对待

“群众之骂”，检验“公仆”真假》
的评论。

因社区不开业主大会就擅自让
新物业公司通过试用期，贵州一女
子在微信群骂社区支书“草包支
书”，被毕节警方从贵阳跨市铐走
并 行 拘 3 日 。
26 日，毕节市
公安局决定依
法撤销相关行
政 处 罚 决 定 ，
涉案派出所所长及办案民警已停职
接受调查。目前，对于是否存在办
关系案、人情案等违法违纪问题，
当地纪委监委已经成立调查组介入
调查。

先有不按规矩办事，后有群众
骂声。一句“草包书记”，是群众不
满情绪的直率表达，领导干部应该
有一笑置之的雅量，如果群众批评
得有理，就闻过则喜；如果批评得没
理，耐心解释清楚就行。无论如何，

因为群众一句骂，就恼羞成怒、跨市
抓捕，是不折不扣的权力任性。

群众的批评是一盆凉水，能提
神醒脑。作为领导干部，平日里听
多了奉承话、客套话，猛然听到群众
的真实一骂，能让自己从一团和气
中醒来。俗话说，忠言逆耳。面对群
众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才是

“人民公仆”应有的姿势。

有一个小故事，生动启示了共
产党人该如何对待“群众之骂”：
1942年，延安一位老农的毛驴被雷
打死，他边哭边骂“老天爷不睁
眼，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陕甘
宁边区保卫处想拘留那位老农，被
毛泽东制止了。经了解才知道，原
来老农骂人是因政府征粮太多心有
不满，毛泽东说“骂人也是一种提
意见的方式”，让人做了调查并为
群众减了负。

如何对待群众之骂，是检验干
部作风的指标。真正作风扎实、心
怀人民的领导干部，根本无惧百姓
的骂声。努力弄清楚百姓为什么
骂，尽量把骂声背后的问题解决，
才是领导对待骂声该有的胸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广大网
民，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对建设
性意见要及时吸纳，对困难要及时

帮助，对不了
解情况的要及
时宣介，对模
糊认识要及时
廓清，对怨气

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
时引导和纠正。这番话也提醒党员
干部，有容得下群众批评的雅量，
多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也是党员
干部的必修课。

“贵阳女子骂社区书记被跨市
拘留”，引发舆情汹涌，再次给全体
党员干部提了个醒：“官威”，是耍不
得的。不忘初心，公仆要有公仆的样
子，是真公仆还是假公仆，群众的眼
睛亮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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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1月27日电（记者王建 侯鸣）近期，一些地方的
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与农村婚宴等聚集性活动有关。在此轮黑龙江
疫情“重灾区”绥化市望奎县惠七镇惠七村，不少确诊病例和无症状
感染者于元旦前后曾不止一次参加婚宴。

疫情最早暴发地村民不止一次参加婚宴疫情最早暴发地村民不止一次参加婚宴
1月26日，黑龙江省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9例，新增无症状

感染者28例。自1月10日望奎县报告首例无症状感染者以来，截
至26日24时，黑龙江本轮疫情现有确诊病例486例，现有无症状感
染者529例，两项合计逾千例。

望奎县惠七镇惠七村是黑龙江省此轮疫情最早暴发地。望奎
县早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均来自惠七村李景华屯、洪家屯。
根据发布的患者活动轨迹，“新华视点”记者发现，不少李景华屯村
民在元旦前后不止一次参加了婚宴等聚集性活动。

李景华屯村民王某龙，是望奎县报告的第一例无症状感染者王
某鹤的父亲。2020年12月29日，王某龙到绥化市绥棱县双岔河镇
富民村下庙子屯参加婚礼；12月30日，他在绥棱县又参加一场婚礼
后，驾车回到望奎县惠七镇。目前，王某龙被确诊，在绥化市第一医
院治疗。

在绥棱县参加婚礼期间，王某龙与12月28日从长春乘坐火车
到绥棱县参加婚礼、长春市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一”和“无症状感
染者二”夫妇，于12月29日同乘一辆车返回望奎县。

根据公布的李景华屯无症状感染者活动轨迹可以发现，不少村
民于元旦前后参加了村里多场婚宴。李景华屯一位李姓村民是无
症状感染者。他说，元旦前后村里举办了多场婚宴，他参加了一场，
其中惠七村洪家屯的一场婚宴摆了两天的流水席。

望奎县疫情发生后，绥化市全面开展宴席专项排查。据了解，
自2020年12月25日以来，望奎县举办宴席9600多桌，参加人数8
万多人次，绥化市举办婚礼宴席3100多次，流调人员发现了很多与
这次疫情相关的信息。

近日，国家流调组专家和绥化市共同研判得出几点初步意见，
其中之一就是聚集性活动加速疫情传播。

流调组专家表示，通过对李景华屯、洪家屯2020年12月28日
前的聚会活动排查，发现只有这两个屯感染率高，其他屯感染率
低。2021年1月1日到3日洪家屯婚宴后，本屯与外屯感染率差距
较小。据此，专家组得出结论：一是传播者可能不止一个，甚至还有
超级传播者；二是元旦前后走亲访友和婚宴类聚集活动，进一步放
大了疫情传播。

流水席摆两三天流水席摆两三天，，室内封闭空气不流通室内封闭空气不流通
在黑龙江不少农村地区，冬季是举办婚宴的高峰期。望奎县李

景华屯村民李士忠说，农村办婚宴多选择在农闲季节，特别是年
底。按农村的婚宴习俗，要杀猪，并且摆两三天的流水席，请街坊邻
居、亲朋好友都来聚聚，热闹热闹。“农村是人情社会，人家以前随过
礼，你怎么好意思不去。”李士忠说。

据一些村民介绍，一场农村婚宴，一般都得摆十几桌以上，每桌
10人左右。据李景华屯的村民介绍，洪家屯举办婚宴的人家，杀了
猪，摆了两天的流水席，不少村民参加。

据一位参加洪家屯婚宴的村民介绍，前一阶段存在麻痹大意的
思想，觉得疫情离得比较远，参加婚宴大家都没戴口罩。由于冬季
寒冷，酒席都是在室内，屋里比较拥挤，一桌挨着一桌，窗户都是封
闭的，空气几乎不流通。酒席用的碗筷，也没经过高温消毒，只是用
水冲洗干净。

绥化市北林区宝山镇的一位农民李飞表示，结婚是一辈子的
事，如果男方家里没办酒席，或场面不够大，那女方家肯定不高兴，
就会觉得没面子。于是，不少农村婚礼，得吃三天的宴席，头一天只
能算预备餐，第二天才是“正日”喜宴，第三天还得再吃一顿。

望奎县后三乡厢白七村党支部书记刘士国说，不少人办事讲排
场，别人家办酒席是什么标准，自己家也一定不能落后。别人家摆
两天酒席，自己家就得摆三天。出于面子，农村婚宴攀比之风仍在
盛行，大操大办造成浪费，“随份子”增加了老百姓的生活负担。

不光黑龙江省，吉林、河北、河南等省份的一些农村地区，婚宴
都有流水席摆三天的习俗。流调和疾控专家表示，农村卫生条件相
对较差，缺少消毒设施，有的碗筷没有消毒，封闭的空间聚集，人员
较多，空气不流通，加上村民防护意识薄弱，农村婚宴成为高风险
点，为疫情传播埋下了隐患。

强化农村疫情防控强化农村疫情防控，，倡导农村新风尚倡导农村新风尚
“喜结良缘喝三天，全民为你做核酸……”望奎县惠七镇惠七村

疫情出现后，有网友编了一段顺口溜。
黑龙江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张剑锋表示，近期疫情集中在一些农

村地区。从目前情况看，这波疫情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农村地区
疫情防控是难点，也是薄弱环节。

一些村民和基层干部表示，当前部分地区聚集性疫情和零星散
发病例不断出现，为减少疫情传播风险，应尽可能减少聚集性活动；
农村婚礼也应从简，比如三天的婚礼宴席完全没必要。

针对农村婚宴暴露出的疫情防控漏洞，绥化市建立县乡村三级
指挥体系和分片包干机制，严控婚丧嫁娶、酒席宴请、棋牌娱乐等各
类人员聚集性活动，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聚集。绥化市北林区、
望奎县实行最严格的管控措施“七日居家令”。

黑龙江省专门发出农村地区新冠疫情防控倡议书，进一步强化
农村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倡议书提出，自觉做到“喜事缓办、丧事
简办、宴请不办”，确需举办的，需向村委会报备（婚宴报备、丧事报
告），并在乡（镇）卫生防疫人员现场指导下进行。

张剑锋等疾控专家建议，农村地区要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引导
村民保持个人卫生，正确戴口罩，尽量少参加聚会、聚餐这些活动；
在发现身体不适时，一定要及时就医、及时报告。

黑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曲文勇表示，在倡导农村简办婚礼宴席
方面，应发挥村干部的带头作用，率先垂范营造移风易俗新风尚。

黑龙江农村婚宴何以引发疫情

节后返岗因疫情滞留算旷工吗

2020年底至2021年初，新冠肺
炎疫情出现多地散发的状况，全国
多个省、区、市发出“就地过年”
的倡议。

非必要不返乡、尽量留在当地
过年，已成为不少人的共识。但对
于那些出于种种原因必须返乡以及
为了大局留在当地过年的人来说，
有些问题最好能提前了解。

春节后返工返岗因疫情滞留算
旷工吗？往返途中如果不幸感染病
毒算不算工伤？如果选择不回家留
在当地过年，能顺利拿到加班费
吗？

节后返岗因疫情滞留不能节后返岗因疫情滞留不能
算旷工算旷工

从国内各地的防控政策来看，
中高风险区域基本不让流动，低风
险区域内民众出行需持7日内核酸
检测证明。

但疫情形势千变万化，今天还
能出行的，明天可能封闭；今天还
是低风险区域的，明天有可能变成
中高风险区域。有出行计划的人
员，必须提前预估春节出行的未知
性。

春节假期后，如果因疫情原因
不能按时返回工作岗位，算不算旷
工？

北京市道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
晶晶认为，这种情况不能认定为旷
工。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

通知》，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
观察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
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
紧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
企业职工，企业应当支付职工在此
期间的工资。

一般来说，劳动者受疫情影响
返岗复工困难的，企业经与职工
协商一致后，优先考虑安排职工
带薪休年假。对于因疫情未返岗
复工时间较长的职工，企业经与
职工协商一致后，安排待岗。待
岗期间，企业应当发放生活费。
因此，员工是因防控措施等客观
原因无法按时返岗复工的，不应
当视为旷工。

值得注意的是，员工有必要留
好当地政府发布的防疫公告、火车
等交通工具停开等证明，必要时提
交给单位。

往返途中不幸发生感染不往返途中不幸发生感染不
属于工伤属于工伤

春节返乡，大多数人的选择是
火车、飞机、轮船或长途公交，都
属于密闭空间。虽然相关部门会做
好消杀措施，但也不排除人员聚集
感染病毒的可能性。

如果真的在往返途中不幸感染
新冠病毒，能够算工伤吗？

马晶晶律师认为，这种情形不
属于工伤。《关于因履行工作职责
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护及相
关工作人员有关保障问题的通知》

中明确，在新冠肺炎预防和救治工
作中，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因履行
工作职责，感染新冠肺炎或因新冠
肺炎死亡的，应认定为工伤，依法
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由此看来，如果不是从事新冠
肺炎预防和相关工作的人员，感染
新冠肺炎是不能认定为工伤的。但
如果是驰援疫情重灾区的医护人员
和其他支援人员，发生暴露感染
后，可认定为工伤。

过年留守岗位过年留守岗位，，能不能算能不能算
加班加班？？

就地过年，不少人会选择在岗
位上留守。这种情况下员工能不能
向单位主张节日加班费呢？

马晶晶律师认为，自愿上班不
一定能被单位认定为加班。原则
上，企业可以制定相应的加班制
度，只要不违犯国家法律相关规
定，制度经过民主程序和公示程
序，是合法有效的，企业可以在
制度里明确约定加班的情形，对
于符合加班规定的应当支付相应
的加班工资。如果企业没有安排
加班且加班制度里又没有规定自
愿加班视为加班情形，那么，自
愿上班不能认定为加班。如果是
企业要求员工上班，那就可以认
定为加班。

此外，过年期间留守，劳动者
还应弄清楚加班和值班两种工作
方式——加班系劳动者对本职工
作的延续，其工作强度与正常工
作期间相当。而值班往往是基于
安全、消防、节假日值守等特殊
和临时性安排，一般还可视情况
进行休息，故对劳动者工作强度
要求不高。

加班的工资待遇在劳动法中有
明确规定，而值班的工资待遇一般
情况下由用人单位内部规章制度予
以规范。

注意：如果留守岗位加班，单
位不能采取“以值班代替加班”、
以红包代替加班费等做法，劳动者
也有必要保留加班通知、排班表、
考勤记录等，收集有效证据，必要
时依据这些证据进行维权。回家虽
好，但在如此严峻的疫情形势下，
我们仍有必要响应国家号召：非必
要不返乡，就地过年！

本报综合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