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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是市场
经济的培育之土，是市
场主体的生命之氧，只
有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才能真正解放生产
力、提高竞争力

优化营商环境是
一场深刻的体制改革
和制度创新，是一项
基础性、系统性工程，
任重而道远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
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抓紧做好各项
服务保障工作，人民群众度过欢乐祥和、健
康安全的新春佳节。

过年，过得更多是氛围和感触，求得是
年味和幸福。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减少疫
情传播风险远远大于一切，唯有筑牢安全、
安定、安稳的生命健康屏障，才能为过个祥
和欢乐、健康安全新春佳节打下坚实基础。
随着各地“原地过年”成为一种共识共情，
原地过年也成了一种担当体现、一种责任
履行。毕竟，“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是根植
在中国普通百姓群众的心中理念，天伦之
乐、阖家团圆、共享欢娱是传统佳节的常规
模式。为了遏制疫情传播、降低风险，选择

“原地过年”，充分体现了舍己为公、相互慰
藉、彼此守望的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情怀。

过年，是一种心理感受和文化精神的触
底，一种超远生活本身的情感共频。但，这一

切都不开“人”之平安期许，且知生命敬畏至
上、百姓群众至上，才能看见万家灯火，才能
照见祥和致顺，才能托举繁华昌盛。原地过
年，不能少了对人性和原味的呵护。所以说，
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各项保障工作，从娱
乐休闲、日常出行，到通讯保障，再到精神享
受等等，全方面、立体式、沉浸式的畅快体
验，才能让就地过年的群众找到“家乡的感
觉”，让“过年感”不打折扣、不降水准。

说到“过年”，自然少不了对“年味”的
推崇。所谓“年味”，有气氛的烘托、心理的
感同、情感的联络，网络信息时代给了“指
尖联络”的便捷，也让“云拜年”等有了更为
深景的渠道。所见，就地过年还是要从“以
人为本”的角度出发，保障群众在外地异乡
的“年获得”。这考验相关地方政府部门的
执政能力和服务水平，更试炼出“人民至
上”的党性理念和宗旨追求。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过年，对于中国人来说，寄托了太多无法描

绘的情感因素，也承载了太多对美好生活
的良愿与祝福。家乡味道、落叶归根、游子
入乡...各种与家与乡不可分割的心绪，总
是给年带来了很多难以抒发的情感慰藉。
就地过年为什么是一种牺牲，正因那份对
家的思念化作了期盼，而不是像往年一样
同亲人围炉夜话、共言桑麻、其乐融融。所
见，加强就地过年各项保障工作，让就地过
年群众找到“主人”感觉、少些“异客”隔阂，
把“家”安置在了“原地”，这才是相关文件
精神的深邃所在与意义所使。

年，象征了来年的精彩，昭示了未来的
希望。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知道了生命无
价、人民至上的道理，让我们共同见证了奔
跑的每个平凡中国人都了不起，让我们对
幸福、安宁、平凡的烟火多了份尊崇与敬
畏。“就地过年”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为
防疫做出了让步，也正因每个中国人都在
为防疫努力，相信明年一定会更加美好，只
要人安在、你我皆可有拥抱的时刻。

疫情防控一头连

着安全大局，一头连着

万家喜乐，既是政治任

务，更是民心工作，要

在精准，贵在有效

倡导就地过年必

须注重结合实际，增强

人性化关怀，在政策执

行时既不能防线失守，

也不能层层“加码”

对中国人而言，春节是一年
中最重要的节日，是回家过年、一
家团聚的日子。当前，新冠肺炎疫
情呈现零星散发和局部地区聚集
性疫情交织叠加态势，前期发生
聚集性疫情的地区防控效果开始
显现，正在推进分区分级防控措
施，全国疫情总体风险可控。平安
健康是最好的祝福。统筹做好春
节期间疫情防控和各项服务保障
工作，才能让人民群众安心过年、
健康过年。

一个幸福祥和的春节首先
应该是一个健康的春节。近日，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做好人民
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
通知》，从加强就地过年群众生
活保障、做好就地过年群众管理
服务、确保群众出行方便有序和
货运物流畅通、保障就地过年群
众工资休假等合法权益等方面
做出部署，要求针对因疫情防控
需要就地过年群众增加的新情
况，抓紧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
作，让人民群众度过欢乐祥和、
健康安全的新春佳节。对此，各
地区各部门要时刻把人民群众
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从讲政治高
度统筹做好春节假期疫情防控
和服务保障工作。

当前，我国首个新冠病毒灭
活疫苗已经附条件上市，各地陆
续对部分重点人群开展疫苗接种
工作。同时也要看到，疫情防控形
势依然严峻复杂，特别是春运大
幕已经开启，人员流动、聚集不可
避免会增加。在这样的形势下，做
好疫情防控事关重大、考验艰巨。
正因为这样，疫情高风险地区群
众均应就地过年，中风险地区群
众原则上就地过年，低风险地区
倡导群众就地过年，机关、事业单
位和国有企业人员要带头就地过
年。一段时间以来，北京市倡议市
民群众在京过年；安徽淮南发布
公开信，鼓励省外务工人员在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留在务工地过
年；宁夏银川发出提醒，建议市民
合理安排行程……全国多地发出

“非必要不返乡，就地过年”的倡
议，旨在引导各单位和个人合理
安排春节假期，减少流动和聚集，
降低疫情传播扩散风险。

疫情防控一头连着安全大
局，一头连着万家喜乐，既是政
治任务，更是民心工作。如何统
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春节期间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讲究方式方
法，考验工作智慧，也折射治理
理念。宁波以加强服务等形式支
持企业稳增促投，并通过开展暖
心行动等支持企业留工优工；泉
州市总工会为留泉过年的外来
务工人员准备“八大礼包”，还将
提供免费邮寄年货回老家的服
务；国铁集团推出免费退票措施
……这些用心做法启示我们，倡
导就地过年必须注重结合实际，
增强人性化关怀，在政策执行时
既不能防线失守，也不能层层

“加码”。依法制定春运期间的疫
情防控政策，是为了尽可能降低
疫情扩散的风险，绝不是要给春
节团聚设置超出防控需要的障
碍。多一些暖心举措，有助于更
大限度凝聚战疫合力。

做好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工
作，要在精准，贵在有效。正如国
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指出
的，对于北京市以外的省份，要做
到“六个不”，不得随意禁止外地
群众返乡过年，不对返乡人员实
施集中和居家隔离措施，等等。各
级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及时做
好信息发布，分区分级精准施策。
与此同时，也要充分借鉴以往疫
情防控期间保障服务民生的好做
法好经验，用心用情做好社会运
转、百姓生活的保障工作，让人们
过一个平安、暖心的春节。

2020年春节期间，各方面积
极应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宅在家、

“云拜年”成为许多人的春节记
忆。在 2021 年新春佳节来临之
际，全社会共同努力，携手答好防
疫这道考题，一定能让健康成为
春节的温馨底色。

快过年了，春节团圆的归意日益浓厚，
但受疫情影响，就地过年可能成为这个春节
假期许多人将要面对的现实。不能与亲人团
聚过年，思念不尽相同，也难免会有一些失
落，但选择留下的理由和目标是一致的——
我们愿意拉长思念，为了把疫情防控得更
好。有三首歌曲或许能表达这样的心境。

第一首《爱我别走》。这一年，大家都过
得不容易，可以理解。不过，鉴于目前的疫情
防控形势，多地呼吁就地过年。张伯礼院士
不久前也说，疫情防控仍需保持高度警惕，
春节期间尽量不要回家，以免造成人员大规
模流动。在这个特殊的春节，对妻儿老小最
大的关爱是做好个人防护，防止返乡途中感
染并连累家人。平安才是最好的团圆。与挤
进归乡大潮相比，就地过年无疑更安全。

第二首《暖暖》。无论工厂还是写字楼，
不管打工人还是生意人，很多人响应疫情防
控要求，安心就地过年。这是每位留下的外
地人对疫情防控的贡献。那么，所在城市应
该回馈以温暖。比如，目前一些城市菜价在
上涨，鸡蛋价格翻了一番。相关部门要及时
回应群众的关切，关心外地人的“粮食和蔬
菜”。同时，更要关心外地人的“年味”。他们
能不能吃上一口家乡菜？能不能感受到都市
的年俗？能不能享受到便捷的公共服务？这
些都需要当地政府想深一层、多做一步。

我们看到，不少城市做出了榜样，为外
地人送上春节大礼包。礼包中既有真金白银
的补贴，又有手机流量、健康服务、免费的图
书馆体育馆，让外地人感受到一座城市的温
暖，像歌里唱的那样“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
好”。期待更多城市来“抄作业”。

第三首《难忘今宵》。过去的一年，全国
人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风雨同舟，共同取
得了傲人的成就，同时更感受到国与家的紧
密联系。展望新年，我们的心愿更与国家的
发展紧紧绑在一起。奋斗在天南海北的兄弟
姐妹们，让我们在农历新年钟声敲响时同唱
一句：“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发生变化，就
地过年成为很多人的选择，加上春节粮油
消费需求旺盛，粮油保供稳市的重要性越
发凸显。面对新形势，百姓“米袋子”供给是
否有保障？如何增加特色优质产品供给？粮
价运行将呈何走势？

有人说，就地过年，要实现处处都是“家
乡”。也有人说，过去的春节是热闹，如今的
春节是情怀。对于更多人而言，就地过年，其
实更需要的是“味道”，有党和政府关心的

“甜味”，有异地他乡美食的“香味”，有欢度春
节的“趣味”，有滋有味的地方，才能让就地
过年的每一个人感觉到处处都是春节。

就地过年不仅是一种应对疫情下的号
召，其实近些年来，“逆向过年”也成为了一
种新的趋势，这不仅是配合年轻人的生活
和工作，更是一种欢度春节理念上的改变，
能够让每一个让人有归属感的地方都能够
成为家，自然会跳出春节的地域限制，让更
多的人能够借此机会体验一个不一样的新
春佳节。

最近，为了倡导就地过年，很多地方可
以说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为就地过年的

群众送上了各种“红包”，就是为了让留住
的人能够安心地留下来，这种“留心”对于
很多人而言，真正是留到了心坎上，也有利
于引导群众在疫情防控工作上更加地用
心，才能更好地下好春节期间的疫情防控

“一盘棋”。
就地过年，党和政府对群众的关心要多

一点“甜味”，让群众能够心中温暖。春节“送
温暖”已经成为了一种工作常态，也是党和
政府对群众表达关心的一种方式，而在特殊
春节的而特殊时刻，更需要党和政府的关心
关怀能够落到实处，多到群众的身边去走访
慰问，才能“问”出群众的期盼，了解他们面
临的难题，真正地让“送温暖”送到群众的心
坎上，才能真正地让群众的心中有暖意，即
便身在异乡也能感觉到幸福。

就地过年，粮油储备充足让群众厨房
多一点“香味”，让群众能够回味无穷。“洪范
八政,食为政首。”春节，除了防疫，也还有浓
浓的年味，而这年味之中必然有厨房飘出
的“香味”。中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每个
地方在饮食习惯上也是非常有特色，还有
各地的年俗更是让我们看得花眼，就地过

年，让群众能够切身体验不一样的“年味”，
这也是新春的一大特色。当然，要确保群众
的饮食安全、粮油供应充足，尤其需要做好
稳价保供，强化“产购储加销”各环节协作
联动，确保群众的餐桌更加丰盛，才能让群
众的唇齿留香，满足味蕾上的需求。

就地过年，丰富的文化大餐要让群众
多一点“趣味”，让群众能够念念不忘。春节
难得的休息时间，也是很多群众选择游玩
的集中时间，要做好就地过年的工作，既要
为群众送上丰富的文化大餐，也要做好疫
情防控的工作，避免扎堆、聚集的问题出
现。同时，要运用好“互联网+”的方式，让群
众能够通过网络窗口去逛庙会，不一样的
新春体验，不一样的趣味新年，也会让群众
过得别有一番滋味，让群众对这样的春节
念念不忘，营造更好的节日氛围。

就地过年，这里面饱含了每一个人为
家国更幸福的担当，这里面有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的牺牲付出。就地过年，也有浓浓的
春节元素，一个视频，年味从屏幕里吹到屏
幕外，连起来的是万水千山不能阻隔的情
感，书写的是为中国更美好的祝福。

倡导就地过年，不但要把留岗福利切
实落实到留岗人员的手中，更要解除留岗
人员的后顾之忧。日前，民政部下发通知，
要求各级民政部门加强寒假春节期间父母
就地过年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工作。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背景下，最近，从国
家层面再到各个地方，都在提倡就地过年，
把人员流动降到最低，防止因人员流动导致
疫情传播扩散。各地积极做好有关服务保障
工作，让外来务工人员安心、高质就地过年。

就地过年，会让一些留守儿童不能与
父母团聚。有的儿童可能一两年都没有与
父母见面，想见父母的愿望十分迫切，父母
想见到孩子的心情也非常强烈。就地过年
是疫情防控的需要，但对农村留守儿童的

“爱”不能缺席，要确保父母均就地过年的
留守儿童得到妥善照料。

一要尽快开展集中摸底。及时摸清弄
准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以及他们的具体诉
求，详细了解被委托照护人身体状况和监
护能力，指导被委托照护人履行照护职责;
对因年龄、身体等原因导致不能履行照护
职责的，要及时督促父母更换被委托照护
人，如因现实困难一时难以更换的，妥善指
定安排专人照护。要确保每一名留守儿童
都得到周全照护，保障留守儿童合理需求
得到及时满足。

二要帮助过好春节和寒假。各地要把
留守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纳入当地联防联
控机制工作统一部署，重点给予关心关爱。
村(居)儿童主任采取适合留守儿童身心特
点的方式，加强疫情防控的知识教育，同时
在符合当地疫情防控要求的条件下，组织
开展一些心理辅导等关爱服务活动。要统

筹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等多方力量，为农村
留守儿童提供学习辅导、心理疏导等服务，
帮助其过好春节、过好寒假。

三要组织留守儿童与父母“网上见”。
父母“不回家”，团圆要多些“网上见”。村
镇、社区干部可以教会留守家庭的老人使
用视频通话功能，让留守儿童春节期间多
与父母远程交流。各级民政部门要将父母
就地过年的农村留守儿童作为关爱服务的
重点对象，引导务工父母采取电话、视频等
方式与留守儿童远程“见面谈心”，切实做
到“人在外，爱回家”。

父母就地过年，留守儿童的春节不能
因此寂寞，关心关爱留守儿童是政府和社
会的职责。大家要共同努力，向留守儿童献
上一份爱，让他们过一个快乐的春节，让务
工人员就地过年更安心。

就地过年
要让“处处是家乡”
◎王井怀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
发了《关于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
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合理有序引导群
众就地过年，疫情高风险地区群众均应就地
过年，把人员流动降到最低，防止因人员流
动导致疫情传播扩散。中风险地区群众原则
上就地过年，特殊情况需要出行的，需经属
地疫情防控机构批准。低风险地区倡导群众
就地过年，非必要不出行。

关于如何就地过年，中办国办通知讲得
非常清楚了，无论高风险地区、中风险地区，
还是低风险地区，“就地过年”也是过年，春
节作为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传统节日，过年就
要有过年的样子，就要过出“年味”来。今年
这个“年味”，对于就地过年者来说应该很特
别，那就是为了全国疫情防控，为了更多的
人过一个健康安全团圆吉祥的年，做一份自
己的奉献。奉献无比光荣，彰显道德高尚，但
奉献绝不意味着不食人间烟火，作为各地党
委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来说，就是要给那
些就地过年者送上一份关爱，提供最好的服
务，创造一个留人留心的温馨环境。

留人过年重在留心。送“红包”、开展各种
送温暖活动，一段时间来，各地纷纷以“真金白
银”的实招，鼓励更多的人留下来就地过年，不
仅从物质层面满足了很多人、特别是那些长期
在外务工人员过年的基本需求，更重要的在
于，让他们体验到了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弥补
了不能回家过年和与亲人团圆的些许遗憾。其
实，留人留心就是要加强社会服务，坚持“人民
至上”，各级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和社区，都要把外地留下来过年的人，当作亲
人，像保障当地群众过节一样，保障好他们的
节日生活，让他们享受社会大家庭的快乐。

留人过年还需引导。中办国办通知强
调，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人员要带头
就地过年，引导外地农民工、尚未离校的师
生就地过年。这确实是一个重要方面，实际
上也是一种服务，就是思想引导，对外地农
民工、大学生等，做好他们的工作十分重要，
要让他们自觉自愿地留下来就地过年。当
然，还如通知所强调，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
企业人员要带头就地过年，这些单位具有社
会标杆作用，其人员带头就地过年，就是对
更多人留下来就地过年最好的与引导鼓舞。

要切实加强生活物资保障和能源保供，
特别是大中城市要提前安排，充分准备，确
保生活必需品不断档、不脱销。要做好就地
过年群众管理服务，及时回应和满足就地过
年群众需求。要确保群众出行方便有序和货
运物流畅通，最大程度满足就地过年群众的
购物、休闲、娱乐等出行需求。从物质到精神
文化社会，都需给就地过年者提供良好服务
保障。春节越来越近了，各地服务保障准备
好了吗？如何进行服务保障，中办国办通知
就是基本遵循，各地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好。

就地过年
必须服务保障到位
◎贾合祥

就地过年 生活有“味”，处处都是春节
◎婧蓝

就地过年 对留守儿童的“爱”不缺席
◎向秋

人安在、“年味足”，他乡胜故乡
◎段官敬

春节临近，针对许多在外务工人员响应号召留在异地过年，安徽多措并举做好留守儿童关爱工作，让孩子们感受家的温
暖。图为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包饺子。 新华社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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