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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应对重大公共
卫生突发事件的重要手段。

“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
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
门各单位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全
面提高依法防控战斗力，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筑牢坚实
的法治保障。

以法为纲

为疫情防控注入法治正能量

坚持依法防控，是中央提出的明确要求。
2 月 5 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依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意见》。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依法推进疫
情防控、提高依法治理能力作出全面部署。

“要加大对传染病防治法和防控知识的宣传教育，引导
全社会依法防控，提高人民群众自我防护能力。”习近平总
书记 2 月 10 日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时再次强调。

自上而下，法治成为同心抗“疫”关键词——
1 月 20 日，疫情蔓延警报响起，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 2020 年第 1 号公告，宣布将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
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1 月 22 日，湖北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II级应急响
应，随后升级为Ⅰ级响应。全国 31 个省区市纷纷快速进入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

及时公开疫情信息，制定落实社区防控措施实行网格
化、地毯式管理，做好相关人员健康跟踪管理，控制举办大
型活动减少人员聚集，加强野生动物市场管控……各地政
府迅速依法采取一系列严格防控措施，以“严防死守”的姿
态遏制疫情蔓延。

依法防疫，法治理念贯穿疫情防控全过程——
依法防疫，离不开健全完备的法律体系。从传染病防治

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到疫苗管理法、药品管理
法等，根据宪法的规定和精神，我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法律
法规，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同时，疫情防控
也面临着新形势、新问题。

“我们要抓紧研究现行法律制度涉及疫情防控工作的
短板和弱项，总结法律实施的经验和教训，及时补充和完
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王瑞贺表示。

最新消息显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已经部署启动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工作，并加快动物防疫法等法律的
修改进程。

2 月 10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
法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针对当前突出的涉疫情防控违法犯
罪，统一执法标准、程序、依据，并强调加强治安管理、市场监
管等执法工作，加大对暴力伤医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

疫情形势严峻复杂，既是对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一场
极大挑战，也是对各级政府和部门的一次法治大考。

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决定，隐瞒病情、造谣传
谣、哄抬物价等严重阻碍疫情防控工作的行为将被追究刑事
责任；在上海，新出台的有关决定明确个人隐瞒病史不仅追
究法律责任，还将列入社会信用失信名单；在广东，省人大常
委会作出特别决定，明确要求禁止滥食和交易野生动物……

法治，是增强“社会免疫力”、提高“整体战斗力”的良方。
全国普法办汇总整理法律规定，引导相关部门和民众

了解相关法律知识。中国法学会团结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
对依法防控疫情的有关问题集中攻关，及时向有关方面提
出对策建议。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认为，坚持依法战“疫”，把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防疫工作始终，将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注入强大法治正能量。

持法为剑

执法司法全面发力护航战“疫”攻坚

罚款 300 万元，顶格处罚！
疫情防控期间，10 个一盒的 N95 口罩，进价 200 元，

却以 850 元一盒的“天价”出售，这家药店被北京市丰台区
市场监管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疫情发生以来，举国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但也有
极少数人囤积居奇、制假售假，用违法犯罪手段敛财。

2 月 7 日，江苏首例网络诈骗防疫物资案审结。江苏省
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通过远程视频开庭审理了一起涉疫
情口罩网络销售诈骗案。被告人张某因犯诈骗罪，一审被判
处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1 万元。

“我不该在疫情期间做出这样的事情，我对不起大家！”
在看守所内，张某痛哭流涕，悔过致歉。

同日，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人民法院对两起涉疫情防
控违法犯罪案件当庭宣判。被告人陈某以暴力阻碍疫情防
控人员执行职务，并导致一人轻伤、一人轻微伤，被判处有
期徒刑 1 年 6 个月。被告人胡某某、毛某某抢劫防疫工作人
员并致其受伤，均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执法司法的铁面庄严，彰显庇佑民生的温情。在疫情防
控期间实施有关违法犯罪的，政法机关作为从重情节予以
考量，依法体现从严的政策要求。

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公安机关查处扰乱社会秩序类案
件 377 起，干扰疫情防控类案件 83 起，妨害公务类案件 55
起；破获非法猎捕珍贵野生动物、非法狩猎等刑事案件 19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9 名；破获涉疫情诈骗案件 1116 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294 名，追缴赃款 660 余万元……

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是控制疫情扩散蔓延
的有效办法。

湖北省宣恩县 39 岁的徐某华，1 月底从武汉回乡后不
听劝告，同亲人聚餐、走亲访友，随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
者，导致 41 名密切接触者被隔离，多人确诊。2 月 6 日，公
安机关对徐某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侦查，依

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确诊或者疑似病人拒绝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曾

经进出疫情高发地区、已出现发热等感染症状，仍刻意隐
瞒，放任病毒传播……这些行为妨害疫情防控工作，危害公
共安全，必须依法予以严惩。

在疫情防控期间，故意伤害医务人员造成轻伤以上的严
重后果，或者对医务人员实施撕扯防护装备、吐口水等行为，
致使医务人员感染新冠病毒的，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随
意殴打医务人员，情节恶劣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联合
印发通知，明确疫情防控期间涉医违法犯罪防范处置工作
要求，并提出 7 类涉医违法犯罪情形将予以严厉打击。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更加重视医务人员的安全防护工
作，决不能让他们流血流汗又流泪。”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杨万明说。

筑法为堤

坚持践行法治破解更多疫情防控难题

不遵守政府疫情防控措施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法律如
何规范公益慈善捐赠活动、乱捕滥食野生动物如何处
理…… 2 月 1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室负责人针
对这些社会关切作出回答。

解疑释惑、定分止争，法律是准绳。
疫情大考下，越是情况特殊，越是要坚持法治思维。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公告，对涉及缓报、瞒报、漏报疫情，落

实防控措施不力，导致疫情扩散等严重后果的重要问题线索，
将直接派员进行督查。经查证属实的，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连日来，各地先后明确要求依法做好疫情报告和发布工
作，按照法定内容、程序、方式、时限及时准确报告疫情信息。

“坚持疫情防控中的开放透明，及时发布权威消息，实
现正能量信息的充分供应，让信息跑过病毒，才能增信释
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说。

推动全民普法守法，方能凝聚起全社会携手抗击疫情
的法治力量。

“各位乡亲们！不要看到天晴就在屋里闲不住！现在是疫
情高发期，一定要小心！”连日来，在江西吉安井冈山市街头
巷尾、村道小路，时时可见巡逻车载着小喇叭用方言喊话。
吉安市司法局局长周必勤介绍，当地使用客家方言进行疫

情宣传劝导，进行专项法律宣传和教育，让防疫普法更接地气。
当前，各地法律服务热线对隔离封闭、职业暴露、防护

用品质量等问题以及旅游、餐饮、劳动、房屋租赁等，提供
24 小时疫情防控相关法律咨询服务；加大疫情防控相关法
律知识宣传力度，公布典型案例，开展以案释法，为疫情防
控营造法治氛围。

法治，正在成为全民战“疫”的公约数。越来越多的人认
识到，造谣传谣、制假售假、滥食野生动物是违法行为，不聚
集扎堆、配合体温检测、出门戴口罩就是守法遵规。

当前，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防控工作到了最吃劲的
关键阶段。

这是一场必须打赢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法治为纲，聚
保障之力，亿万人民坚定信心、再接再厉、英勇斗争，胜利
终可期！ （记者邹伟、罗沙、熊丰、梁建强、徐海波）

新华社北京 2 月 13 日电

新华社北京 2 月 13 日电（记者周玮、史
竞男、王思北）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全国文艺工作者积极行动起来，不但捐
钱捐物，而且迅速推出战“疫”文艺作品，以
文学、歌曲、舞蹈、书画和短视频等形式，深
入宣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生动讲述防疫抗疫一线的感人
事迹，讲好中国抗击疫情故事，展现中国人
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精神风貌，充分发
挥文学艺术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独特
作用，凝聚众志成城抗疫情的强大力量。

主动担当迅速行动，积极投身

疫情防控阻击战

“你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样子；你什么
样，中国就什么样……”无论是 84 岁高龄
仍奋战抗疫一线的钟南山院士，还是身患
渐冻症却没有休息过一天的武汉金银潭医
院院长张定宇；无论是脸庞留下深深勒痕
的“最美医生”刘丽，还是“清洁了我们心
灵”的普通环卫工人袁兆文……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 2020 年元宵节特别节目”用真
情灼热的语句讲述他们的故事，听者无不
为之动容。

这是一台不同寻常的元宵晚会。节目
现场的观众席空无一人，然而观众并未缺
席。特别是白岩松、水均益等主持人和陈
道明、濮存昕、张国立等演员倾情演出的诗
朗诵，好评如潮。网友喊出“再凛冽的寒冬
也阻挡不住春天的到来！”“这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我们必将胜利！”

疫情当前，吹响文艺战“疫”集结号。
宣传文化主管部门和广大文艺工作者主动
担当、快速反应，积极配合疫情防控，踊跃
投入战“疫”主题创作。
中宣部组织开展“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公

益歌曲展播”，《坚信爱会赢》《拿出勇气》《武
汉伢》《我要你平安归来》《最美的温暖》《明
天依然最美》等歌曲在全网集中推出，其中

《坚信爱会赢》抖音播放量 9548 万次、快手
播放量 3179 万次。文化和旅游部推出在线公共文化和旅游服务，广
东、福建、山西、山东、湖南等地专门开办“一心一‘艺’战疫情”“文艺抗
疫”“文旅战‘疫’”等专栏，讲述感人故事，讴歌社会真情。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先后两次向湖北各级广播电视机构赠送 12 部电视剧、70 部动
画片、12 部纪录片、70 部广播剧，共计近 1000 小时。目前，“广播电视
节目‘众志成城 共同战疫’公益展播活动”正在开展，为全国人民同舟
共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更加丰富的精神食粮。中国文联、中国
作协等发出倡议，引导和激励广大文艺工作者投身创作。中国美协、
中国音协、中国视协等全国文艺家协会及各地文联、作协持续开展抗
疫主题优秀文艺作品创作，切实担起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

在国家需要时，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词作家乔羽、舞蹈家陈爱莲、歌唱家单秀荣、钢琴演奏家
鲍蕙荞、京剧名家于魁智和张建国、琵琶演奏家赵聪等第一时间纷纷
出镜，为武汉打气，为国家祈福。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中国交响乐团
等单位调集精兵强将，第一时间创作了一大批文艺作品，王晓岭、卞
留念、印青、甲丁、任卫新、廖昌永、雷佳等参与创作了多首歌曲。韩
童生、刘佩琦、倪大红、张凯丽、佟大为、刘烨、郭涛、陶虹、海清等国家
话剧院演员快速网络集结，中国国家画院各位艺术家纷纷拾笔泼墨，
共同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发声助力。

聚焦一线踊跃创作，传递全民抗疫正能量

当看到医务工作者逆行疫区、济世救人，看到普通民众尽自己所
能、同舟共济，广大文艺工作者迸发激昂热情踊跃创作，记录下中国
人民面对磨难时的顽强与大爱。

循着源自内心的感动，广大文艺工作者以优秀的文艺作品深情
赞美白衣战士。

歌曲《我要你平安归来》以歌词“我知道你的使命/我懂你执着的
逆走/那一声声急切的召唤/就是现在需要你的时候”，献给一线抗击
新冠肺炎的医护工作者。歌曲《最美的温暖》赞美了一线共产党员的
使命担当：“又是一次生死不离的牵手/又见你毅然写下誓言/奔赴最
前线/战斗最前沿/我是共产党员让我冲在前”。

老中青文艺工作者发挥各自所长，深情聚焦疫情防控实践中的感人
形象和典型事件。106岁高龄作家马识途为抗疫作词、挥毫，95岁高龄
漫画家李滨声在北京日报客户端发布漫画新作《一战成功》，作家吉狄马
加创作长诗《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快》。不少新文艺群体也积极参与
抗疫题材文艺创作，郎朗、李宇春等 88位文体志愿者通过手机录音完成
合唱歌曲《一直到黎明》，向战斗在抗疫一线的医护工作者和每一位在各
自岗位上为城市运转付出努力的人们表达内心的敬意与感动。

热情礼赞、真情讴歌，优秀战“疫”主题作品真情传递全国上下众
志成城抗击疫情的正能量。

从令人垂涎的美食，到扬名中外的黄鹤楼，再到满载乡情的长江
大桥……由 17 位来自武汉的文艺工作者倾情献唱的歌曲《武汉伢》，
用深情的旋律展现着武汉的街头巷尾，不仅唱出了武汉人的肺腑之
言，也唱出了全国人民对武汉的美好祝愿。

线上线下各展所长，凝聚疫情防控阻击战强大合力

疫情防控阻击战在全国打响后，全国各地文艺工作者携手并肩、
各展所长，通过书法、绘画、篆刻、诗朗诵、音乐、雕塑、诗歌、小品、漫
画等艺术形式，线上线下凝聚起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强大合力。

传统曲艺发挥地域特色，莲花落《齐心渡难关》、快板《坚决打赢
攻坚战》、淮河琴书《母女防疫情》、梅花大鼓《众志成城》、常德丝弦

《打好疫情阻击战》、大鼓《天佑中华万万年》、单弦《为逆行者点赞》、
长沙弹词《众志成城战疫情》、河北梆子《天佑中华》、数来宝《福佑华
夏》等作品，掀起宣传疫情防控的“风暴”。

大耳朵图图告诉你“须警惕”，孙悟空喊你“勤洗手”，哪吒示范戴
口罩……上影集团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多个经典动画形象第一时间
宣传新冠病毒防范口诀。

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冯英带领芭蕾创意工作坊的创作人员，居家
录制抗击疫情舞蹈短视频，运用丰富的肢体表达和质朴真挚的语言
为生命加油，为生命起舞。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隔空”创排了一部送给孩子们的朗诵剧《唤
“福”——梦中童话》，慰藉“禁足”在家的孩子们，也让成年人去思考
善待一切生命的道理。

非常时期，互联网发挥独特作用，精彩纷呈的线上文化内容丰富
了公众精神文化生活。

全国各地博物馆利用已有数字资源推出一批精彩网上展览，包含
《全景故宫》《大唐风华》《战国雄风》《数字敦煌》等；中国美术馆在网上开
设《向医务工作者致敬——中国美术馆藏医护题材作品欣赏》；国家大剧
院推出“线上大剧院”，免费向公众提供高雅艺术音视频资源；天津多家
相声演出团体在新媒体平台上开起直播，把相声茶馆搬到了网上……
主流媒体纷纷推出文艺特刊、发布诗歌专辑、设立艺术战“疫”专

栏；部分商业网站积极作为，制作专题、推广播放抗疫公益单曲，邀请
文艺界、体育界志愿者演唱公益歌曲；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号召广大
文艺志愿者通过网络直播、短视频、图文展示等方式，积极开展创作、
培训、表演、展示、评论等文艺志愿服务行动。

“你们就像战争时期的文艺宣传队。”对于网友这样的评价，文艺
界抗击疫情主题歌曲《坚信爱会赢》曲作者舒楠很振奋、很欣慰：“中
国文艺工作者从延安时期、抗战时期就有这样的优良传统，就是用笔
做刀枪、用歌声鼓舞民众。”

在全国上下勠力同心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秉持为人民抒写、为
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的创作理念，广大文艺工作者以应有的使命与
担当谱写着众志成城的雄浑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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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治为纲 聚保障之力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疫情防控纪实

新华社武汉 2 月 13 日电（记者胡喆、肖思思）记者 2 月
13 日从科技部获悉，钟南山、李兰娟院士团队近日分别从新
冠肺炎患者的粪便样本中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这一发现证
实了排出的粪便中的确存在活病毒，对于准确认识疾病的致
病传播机理，帮助全社会有针对性地做好防控，切断疫情传
播途径具有重要意义。专家表示，是否存在粪口传播目前还
需进一步研究，不要过度紧张或恐慌，一定要勤洗手、勤消
毒，食物煮熟再吃，注意个人和家庭卫生，注意下水道的通畅
及必要的消毒。
钟南山院士团队专家、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赵金存教授介绍，广州医科大学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及中山大学附属第
五医院合作，从一例新冠肺炎患者的粪便拭子标本中分离到
一株新型冠状病毒。该样本是由珠海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提供的粪便拭子标本，实验室通过多种细胞系接种样本并传
代，最终从 Vero E6细胞中成功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毒株。

浙江大学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李兰娟院士团队
近日也同样从患者粪便样本中分离到病毒。浙江大学传染病
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吴南屏教授介绍，研究人员从 5

份粪便样本中分离到了 3 份新型冠状病毒阳性，在分离出
的细胞里也观察到明显病变，经过检测并常规盲传及再次
标本分离都确认了病毒的存在。

“我们在实验室里发现了这个情况，流行病学专家还
需进一步调查确认，是否有较强的传染性，这有待于进一
步的调查和科学研究。如这个粪便里的病毒是吞进去的还
是在肠道细胞增殖，以及与血液的关系、痰液的关系、与疾
病发生发展的关系等都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吴南屏说。

吴南屏建议：“大家注意公共卫生，多洗手、吃熟食，食
物要洗净烧透，注意个人卫生及必要的污水处理。”

赵金存表示，这个发现证实了排出的粪便的确存在活
病毒，尽管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存在粪口传播，但
结合香港青衣长康邨康美楼最近发生同一建筑发生 2 名
新冠病毒患者，可能与该楼的下水道的污染相关。

“提醒大家要更加重视个人和家庭的清洁，如便后洗
手，注意下水道的通畅，以避免有可能出现的粪便病毒的
传播。患者粪便中病毒的分离为我国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
策略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信息，对公共卫生安全具有重要意
义。”赵金存说。

钟南山、李兰娟团队：从患者粪便中分离出病毒

“病毒猎手”

新华社评论员

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强调，要实事求是做好防控工作。在疫情
防控最吃劲的关键阶段，中央突出强调
实事求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我们
以求真务实作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
供了重要遵循。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毛泽
东同志曾形象地说，共产党“靠实事求是
吃饭”。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强调，要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分
类指导、分区施策；总书记提出的“十六
字要求”中，“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是其
中的重要内容。这些都体现了实事求是
的态度和方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
学习领会，越是形势严峻、情况复杂，越
要头脑冷静，念好“实事求是”的真经。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坚持一切从实际
出发，根据实际情况精准施策，做到“一把
钥匙开一把锁”。对于湖北和武汉等疫情防
控重点地区，要抓好防控工作重点环节，坚
决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全力以赴救治
患者。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要以实行分区
分级精准防控为抓手，统筹抓好疫情防控
与经济社会发展。疫情防控千头万绪，各地
情况千差万别，没有可以套用的“标准答
案”。必须因地制宜、对症下药，采取接地气、
真管用的防控措施，不能简单地“抄作业”。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有担当的勇气。
敢于正视问题是担当，克服困难、善于解
决问题更是担当。疫情防控涉及方方面
面，工作中有不少硬骨头要啃，有不少矛
盾要理清，需要迎难而上、务实求解，下
真抓实干的苦功夫。一些地方对企业复
工复产采取“一刀切”，不分青红皂白一
律一关了之、一停了之，甚至将外来人员
一概拒之“境”外，看起来是雷厉风行、敢
做敢当，实则是脱离实际、回避矛盾的乱
作为，是最大的不负责任。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坚决反对一切形式主义。疫情防控
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打仗就要有打仗的样子，一切奔着
问题去，事事都要动真格，绝不能做虚功、玩花活，搞花架
子。当前，一些地方存在事事留痕、重复填表、检查泛滥等现
象，严重耗散基层干部精力，必须及时整治纠偏。

坚持实事求是，归根到底在于真正把人民利益放在第
一位。一事当前，是先想着群众安危冷暖，还是只顾个人得
失进退，往往是检验干部的试金石。在疫情防控中，各种问
题尤其是两难问题层出不穷，解决起来并不容易。这个时
候，更应多一些换位思考，多从群众角度想问题办事情，急
群众所急，解群众所忧，既要守牢疫情防控的防线，又要尽
可能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心无百姓莫为官”。心中
有民，方能实事求是。在疫情防控的大考关头，每名党员干
部都要深思之、铭记之、践行之。

新华社北京 2 月 1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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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3 日，检测人员在分拣样本。新型冠状病毒核酸的检测结果是目前确诊
的重要参考。当日，记者来到武汉金域医学公司核酸检测实验室探访，这里的检测人
员每天三班倒，18 台 PCR 检测仪器 24 小时不停机，每日检测来自武汉、荆门、荆
州、孝感、天门、黄冈等地采集的 2000 多份样本。 新华社记者程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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