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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
坚守一线战风雨
◎新华社记者

在湖北武汉，青山区工人村街青和
居社区——全市最大的公租房小区，
社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最前线。
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桂小妹每天
在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 都至少忙到晚上 10 点多。小区里 5235
体 战、阻 击 战 中 ，约 400 万 名 社 户居民，60 岁以上老人占 25%，其中独
区工作者夜以继日，奋战在寻常 居、空巢、80 岁以上老人占近七成……
桂小妹眼里满是血丝，但说起社区情况
巷 陌 ，守 护 着 人 民 家 园 ，书 写 着 来如数家珍。
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
英雄答卷。
萨孜勒克社区党支部书记于燕琴带领工
作队连续奋战，当起辖区内 15 个民族同
胞的“社区保姆”。排查、测温、消毒、值
守、宣传、劝返……她和网格员、党员、志
我们累点没事
愿者一起，奔走在辖区各个角落，织起一
大家没事就好
张牢固的防疫网，不只守住了社区安全，
更让这个将近 5000 人的社区成为更加
拨通王燕电话时，夜已经深了。
温馨和睦的大家庭。
“都说我瘦了，也不知道到底瘦了
在江西抚州，接到诊所电话反映有
没，没时间称。不过白头发多了，皱纹也
名女子发烧并自行离开后，崇仁县巴山
多了。”她话讲得有点快，
“ 非常时期，慢
镇胜利社区党委书记陈丽娟顾不得刚吃
不下来。”
了一半的晚饭，拔腿就奔去诊所问情况。
46 岁的王燕，是河南省信阳市浉河
几经辗转，找到了这名女子所在小区，挨
区湖东办事处京深社区负责人。她所在
家挨户敲门摸排后，晚上 11 点多终于把
的辖区，一共 2017 户、5528 人，其中，从
人找到并妥善安置……
湖北返乡 70 人。
守好社区，
就是守住城市，
守护人民！
信阳位于豫鄂两省交界处，疫情防
许多居民常常被陈丽娟感动，总会
控压力不小。大年初一以来，每天早上六
由衷说一句
“您辛苦了”
。
点 左 右 ，王 燕“ 暴 走 ”的 一 天 就 开 始 了
得到的回答经常是：
“ 我们累点没
——辖区 22 个卡点，她得挨个去，有的
事，大家没事就好。”
还去好几回，查看进出人员登记情况、垃
圾桶消毒了没……
谁都不是生而英勇
为了让辖区服务和管理全覆盖，王
只是选择无畏坚守
燕和同事以居民小区为单位，建立 36 个
战“疫”之下，每条街巷、每个网格都
微信服务群。
“我要一根甘蔗，削好皮哈”
是战场，不容有失。
“还有里脊肉吗”
“能帮忙带袋红糖
“过去两个月，每天就像打仗，幸好
不”……一天下来，上万条信息。
我们守住了阵地，目前为止社区还没有
“有时候群里消息太多，一些咨询类
一例病例。”说这话时，朱静玲丝毫没有
信息看不到，同事们就会相互提醒。”她
说，
“手机一早充满电，到中午就没电了， 喜悦之情，倒是眉头紧锁。
在社区工作了17年的她，
是云南省昆
现在随身都要带着充电宝。”
明市西山区棕树营街道六合社区的党支
疫情发生以来，王燕已经连着将近
部书记。
目前，
这个社区 4902 户、
1.6 万多
两个月没有调休了，最多的时候一天要
人安然无虞，
但朱静玲眼下却
“脱岗”
了。
接上百个电话，脚后跟也磨出了茧子。令
原来，3 月 15 日，六合社区隔壁的医
人欣慰的是，她所在的社区没有出现新
大社区出现一例境外输入病例，一栋楼
冠肺炎确诊病例。
被采取紧急管理措施，实施隔离封闭管
王燕的忙碌是千千万万社区工作者
理 14 天。朱静玲紧急转场，
支援
“邻居”
。
的缩影。既当指挥员，又做战斗员、信息
“我在社区工作时间长，这时候我应
员、宣传员，是他们的战
“疫”常态。

该冲在最前面。”从那以后，每天早上八
点半，她都准时赶到隔离楼栋，电话问候
隔离人员，安抚他们的情绪，记录每个人
的体温。接着，帮她负责的 20 多户居民
买菜和生活用品。
有时，被隔离人员有情绪、发牢骚，
朱静玲会耐心地一遍遍安抚他们。
“虽然
很辛苦，但只要社区居民安全健康，再苦
再累都值得。”她说。
社区工作者，同各条防疫战线的战
士一样，时常或跟病毒“面对面”、或跟病
毒
“擦肩而过”，
或跟病毒
“掰手腕”
。
“怕么？”
“我是社区书记，我不上，谁上？”这
是安徽省马鞍山新风社区党委书记邢春
桂，冒着密切接触的风险，耐心劝导并亲
自护送一名情绪失控的返乡隔离人员回
家后，
给出的答案。
同样的问题，
“80 后”新晋宝妈、湖
南省长沙浏阳河社区党委书记汪硕给出
的回答是：
“ 我作为社区书记，有什么理
由不上前线呢？”
类似的例子，每天都在涌现。有人干
脆把“家”安进社区，吃住在办公室；有人
不小心摔伤了腿，但坚持说“就是借‘腿’
也要到社区卡点去”；有人担任了 20 多
年社区书记，年近七旬，仍每天工作十多
个小时，
有时还通宵蹲守值班点……
有时候，在群众眼里，他们就像踏着
彩云而来的大英雄，为了群众安危顶风
冒雪迎难而上。更多时候，他们关心的，
是街坊邻居针头大的烦心事、闹心事：哪
家老人不方便下楼买菜、谁家口罩不够
用了、大伙儿没地儿理发怎么办……
最近，网上流行几句话：哪有什么岁
月静好，只因有人为你负重前行；谁都不
是生而英勇，只是选择无畏坚守。社区工
作者，
正是负重前行、无畏坚守的英雄。

外输入关联病例”，让大家稍有缓和的心
绪又紧张起来。的确，全国疫情防控形势
持续向好，疫情蔓延扩散势头得到基本
控制。但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境外疫情快
速扩散蔓延，我国输入型病例逐渐增多，
防控压力持续加大。
“辖区居民境外旅居情况，我们一定
要挨家挨户，逐一摸排。”李婕琢磨着，尽
快掌握底数，形成台账，同时通过与本
人、家属、房东等多方沟通，将境外入境
返京人员最新政策传达到位。
“北京境外输入病例增多，疫情防控
一点都不能松懈。”她顿了顿，告诉记者，
最近街道正结合境外疫情输入风险增加
的新情况，开展第三轮地毯式摸排工作。
与此同时，封闭式管理也在不断完善升
级——更换出入证，增加防伪标识，充分
利用数据化手段，
扎牢社区防控篱笆。
3 月 17 日，接到防控部门电话说要
从机场送来一名境外回国人员后，大连
中山区葵英街道独立社区党总支书记王
强立马赶到这名回国人员住处，发现家
里还有 3 口人，
不符合居家隔离条件。
“不行！不能进家门！必须严格执行
单独隔离的政策！”王强果断让这名回国
人员等候，他与其家人沟通，陪其母亲专
门查看了另一处租下的住处，确认符合
条件后送其入住，又将口罩、消毒液等物
品送过去。
忙完接送安置，已是将近凌晨。接下
来，监督这名回国人员严格执行隔离政
策，帮助买菜、取快递、收垃圾等工作，都
被王强和社区的工作人员包了下来。
“现在到了关键时期，尤其要防输
入，我绝对不能掉链子。”王强的话，道出
了千千万万社区工作者的心声。
社区既是疫情防控第一线，又是复
工复产第一线。战“疫”不能松懈，复工复
产更要加力提效。
战
“疫”不获全胜
目前，位于大栅栏街道的北京坊已
防
“疫”决不放松
经打开“栅栏”，开放街区多处入口，迎接
晚上 7 点，刚开完区里的视频会议， 消费者。晌午，陆续有顾客扫描健康码、
北京市西城区委大栅栏街道工委书记李
监测体温后进入，
餐厅也重新开放……
婕顾不上吃饭，又和街道干部一起研究
“从社区防控到复工复产，我们不断
怎样进一步做好辖区内境外输入疫情风
打补丁补短板，越做越有信心。”李婕说，
险的摸排工作。
“我们决不能、也决不会麻痹懈怠，这次
这几天，一些地方在通报中提到“境
战
‘疫’
，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油菜花
开景如画
随着气温升高，安徽省合肥
市巢湖北岸的油菜花陆续开放，
吸引游客前来观赏。
3 月 24 日，游客在合肥市巢
湖北岸的油菜花田间骑行。
新华社 发

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组委发布联合声明

东京奥运会
推迟至 2021 年举行

●东京第 32 届奥运会需改期至 2020 年后，但不迟于 2021 年夏天
的日期举行
●东京残奥会同样推迟一年，在明年的奥运会之后举行
●奥运火种将留在日本，
东京 2020 年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名称不变
●3 月 26 日开始的奥运会火炬接力将取消，新的奥运会火炬接力计
划另行宣布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和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 24 日召开电话会
议，会后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组
委发布联合声明表示，鉴于当前
疫情形势，东京第 32 届奥运会需
要 改 期 至 2020 年 后 ，但 不 迟 于
2021 年夏天的日期举行。奥运火
种将留在日本，东京 2020 年奥运
会和残奥会的名称也不变。
当天，巴赫与安倍晋三就新
冠肺炎疫情造成东京奥运会面临
不断变化的形势一事进行了讨
论。随后发布的联合声明表示，在
目前的情况下，国际奥委会主席
和日本首相认为，东京第 32 届奥
运会需要改期至 2020 年后，但不
迟于 2021 年夏天的日期举行，以
保护运动员、奥运会参与者和国
际社会的健康。
双方一致同意奥运火种将留
在日本。会议还同意，东京 2020
年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名称不变。
疫情的空前和不可预测的蔓
延使世界其他地区的局势恶化。
昨天（23 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

事谭德塞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
行正在“加速”，几乎每个国家都
有病例记录，而且其数量正以小
时为单位迅速增长。
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宣
布，鉴于奥运会已经延期举行，原
定于 3 月 26 日开始的奥运会火炬
接力也将取消，新的奥运会火炬
接力计划将另行宣布。
原定于 8 月 25 日开幕的东京
残奥会也同样推迟一年，在明年
的奥运会之后举行。
在现代奥运会 124 年的历史
上，此前还从来没有奥运会被推
迟的先例，尽管 1916 年、1940 年
和 1944 年奥运会曾因世界大战
被取消。
自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
来，东京奥运会推迟举行的声音
逐渐升高，日本政府和东京奥组
委一直宣称奥运会将在 7 月 24 日
如期举行，由于最近欧洲和美国
的疫情恶化，安倍晋三 23 日终于
松口表示可以考虑奥运会推迟举
行的方案。

全国生猪生产

保持恢复向好态势
据农业农村部 24 日消息，目
前全国能繁母猪存栏连续 5 个月
回升，年出栏 500 头以上的规模
猪场新生仔猪数量自去年 9 月以
来首次环比增长，生猪生产继续
保持恢复向好态势。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
杨振海表示，去年以来，党中央、
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
进生猪生产恢复发展，去年第四
季度生猪生产形势开始好转。据
对全国 400 个定点县监测，今年 2
月份能繁母猪、生猪存栏和新生
仔猪均增加。
他介绍说，2 月份能繁母猪存
栏环比增长 1.7%，全国 27 个省份
存栏环比增长，比 1 月份增加 5 个
省份。同时，养殖场户前期补栏的
后备母猪陆续产仔，新生仔猪数
量增加，2 月份全国年出栏 500 头
以上的规模猪场新生仔猪数量环
比增长 3.4%。
生猪存栏方面，杨振海表示，
通常春节消费旺季出栏量增加，
存栏会下降，但由于去年 12 月份
和今年 1 月份出栏增量多，加上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部分养殖场

肥猪压栏，生猪出栏下降，2 月份
全国生猪存栏环比增长 2.8%。
杨振海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使
一些饲料、兽药、屠宰企业未能按
计划复产，部分养殖场户动物防
疫、
种猪投放、
仔猪补栏受阻，
新建
和改扩建猪场复工时间推后。对
此，农业农村部会同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印发文件维护正常生产秩
序，打通饲料和种仔猪运输，协调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把饲料、养
殖、
屠宰加工等骨干企业纳入疫情
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
开设了热
线电话受理并解决养殖场户反映
的问题，协调有关部门在山东、河
南等养殖大省投放政策性玉米。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会同
有关部门采取措施，督促各省区
市将生猪稳产保供目标任务分解
到县市、落实配套政策措施，加快
落实抵押贷款试点全覆盖、年出
栏 500 头以上规模养殖场贷款贴
息等政策，全面推进新建改扩建
项目开工复工，继续抓好龙头企
业带万户生猪产业扶贫项目扩充
产能，加强种猪、仔猪调运监管，
抓好非洲猪瘟防控。

全国开展专项行动

完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多地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下调

啥时可以摘口罩？

近期，苏浙沪多地一些领导干部摘
现，在一些人流少、较为空旷的地方，有
口罩开会。日前，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
少部分人已摘下口罩。但在多数户外公
印发公众科学戴口罩指引的通知》，称居
共场合，大多数人仍然戴着口罩。
家、户外，无人员聚集、通风良好的情况
“习惯了，戴着口罩比较有安全感”
下普通公众可不戴口罩。
“不是很敢摘，因为境外输入的每天都
对于公众来说，啥时才可以放心摘
有”……22 日，在杭州西湖景区游玩的
口罩呢？
不少市民，表达了对摘口罩的谨慎态度。
多地不少场合摘口罩，
公众仍态度谨慎
在近期恢复开放的南京博物院、侵
上海 23 日宣布降低疫情防控应急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
虽然人不多，但参观者均戴着口罩，在排
响应等级。当日，地处上海核心区域的黄
浦区举行优化营商环境暨投资促进大
队和参观时相互之间保持距离。
“我觉得
会，在主会场，台上交流发言的和台下与
还是再等等，彻底安全了再摘，不能功亏
会者都摘下了口罩。
一篑。”一位南京市民说。
近日，上海、江苏、浙江、海南等多地
在上海的街头、公园，记者看到，绝
政府领导干部开会带头摘口罩。在浙江
大多数人还都坚持戴口罩。
“虽然政策说
省、杭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户外可以不戴口罩了，但大家都戴，自己
小组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与会人员均
不戴怕让其他人担心。”不少市民表示。
未戴口罩。
多数受访市民表示，
“不能大意，
再等
杭州 21 日发布疫情防控通告，在取
等。
好不容易控制住了，
要防止疫情反弹。
”
消一些公共场所和交通工具测体温、亮
精准防控不可少，
有序恢复正常生活
健康码等管控措施的同时，列出了几类
多地领导干部带头摘下口罩，传递
可不戴口罩的场所：公园、绿道、景区、大
出重要信号：这些地方的疫情已经得到
街等户外场所，无人员聚集；骑自行车、 基本控制，生产生活秩序正在逐步恢复。
电动车，在空旷处行走、散步、锻炼；无境
这些地方均是疫情防控的低风险区
外人员接触史的单位同事在通风良好的
域，无本地新增确诊病例，已报告的本地
场所办公、小范围会议；非群体性室内体
确诊病例均已基本治愈出院。比如，截至
育运动等。
3 月 3 日 24 时，江苏全部县市区转为低
记者走访长三角部分城市街头发
风险地区；截至 3 月 22 日，江苏超过 1 个

月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本地确诊病例
全部治愈。
截至目前，除了北京、天津、河北、湖
北之外，全国其他省份疫情防控应急响
应级别均已下调。
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
长、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
文宏表示，
多数地方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
别已经降下来了，降下来是有依据的，发
病率下降、本地确诊病例几近零、传播概
率非常低，在这种情况下，周边的绝大部
分人都不太可能是感染者，除了医院、人
多聚集、
地铁等地方，
是可以摘口罩了。
张文宏说：
“老百姓喜欢有人明确告
诉自己要不要戴，其实这和你所处的环
境有关。一般情况下，戴的必要性是没有
了。在高危的环境里，
最好还是要戴。”
记者注意到，在一些地方的口罩使
用指引中提出，通风良好，能保证人员间
隔，并做好消杀措施的室内场所，可以有
条件摘口罩。
防疫措施不能放松，控制公共场所
人员密度
3 月 18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提出，所辖县区均为低风险的省份，
要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主任吴立明
说，疫情发生以来，公众积极配合，普遍

戴口罩，对控制疫情起到了十分重要的
作用。目前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如果
未来一段时间继续保持良好态势，大家
就可以放心摘掉口罩，
恢复正常生活。
杭州市负责人表示，要不断巩固疫
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的态势，全面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努力把疫情造成的
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专家表示，
现在国外疫情形势很严峻，
要认真防范输入性风险。
各地的疫情不同，
不少地方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任务还很重。
要因地制宜，
摘口罩不能随意跟风，
日常还
是要勤洗手、
外出注意保持距离。
“所有开放开业的公共场所，必须切
实履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浙江省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无
论是加强通风换气，还是对场所内人员
密度的合理控制，以及卫生防疫的各项
内部管理，每个环节都要继续盯紧，要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
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盛吉芳说，从传染病的角度考量，公众应
养成戴口罩的好习惯。
“ 流感季节，传染
病高发期，人员密集场所和室内密闭空
间，都还是建议戴口罩。养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增强身心抵抗力，营造良好的公共
卫生环境。”
据新华社

民 政 部 24 日 发 布 消 息 ，从
2020 年 3 月到 2021 年 6 月，民政
部等 11 个部门将在全国开展生
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
服务质量大提升专项行动，行动
内容涵盖开展救助寻亲、落户安
置行动等多个方面。
——集中开展救助寻亲服务
行动。各地要通过 DNA 比对、人
像识别等方式甄别滞留人员身份
信息。对滞留超过 1 个月的受助
人员，救助管理机构要根据寻亲
进展情况对其在全国救助寻亲
网、
“ 头条寻人”等平台的信息进
行更新完善。对已经查明身份信
息的人员，在其身体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尽快安排接送返回工作。
—— 集 中 开 展 落 户 安 置 行
动。各地要集中开展一次长期滞
留人员落户安置行动，对在 2020
年 3 月前入站确实无法查明身份
信息的，于 2020 年 6 月前将安置
申请报送至当地民政部门，民政
部门于 2020 年 8 月前制定安置方
案报请同级政府。对政府批准予
以落户的，民政部门要尽快启动
户籍办理程序。
——持续开展街面巡查和综
合治理行动。公安机关、城市管
理部门等要按照职责分工履行
街面巡查职责，强化街面治安综
合 治 理 ，有 效 减 少“ 强 行 讨 要 ”
“ 职 业 乞 讨 ”等 不 文 明 现 象 。同
时，持续做好极端天气下的专项
救助工作，确保不发生冻饿死伤

等极端事件。
—— 全 力 推 进 源 头 治 理 行
动。流出地救助管理机构要建立
返乡人员信息台账，做好信息对
接和人员接收工作。各级民政部
门要指导救助管理机构建立易流
浪走失人员信息库，发现反复流
浪乞讨的情况要及时反馈民政部
门，原则上回访频率不低于每两
月一次，
回访期不少于一年。
——全面提升救助管理干部
队伍素质行动。市级及以上救助
管理机构要在现有编制内合理调
配人员，设置社会工作专业岗位
和专职寻亲岗位，提升救助服务
能力，
培养专业化寻亲队伍。
——全面开展照料服务达标
行动。各地要集中部署开展救助
管理和托养机构安全隐患排查行
动，强化站内照料职责，有步骤、
分批次开展托养人员站内接回工
作。设施设备或人员不足、无法提
供照料服务的救助管理机构，可
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入专
业力量参与工作。
同时，各地要探索建立第三
方监督委员会或特邀监督员制
度，对救助管理机构和托养机构
的运行管理、人员照料情况进行
监督。救助管理机构要建立重大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和信息报告机
制，对机构遇灾、遇险，受助人员
走失、死亡等异常情况，要第一时
间报告民政部门。
本栏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