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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方搞“警车开道”，张扬又扰民，历来
为民众反感。然而，这一次“警车开道”，总体上
不仅得到网民理解，还意外收获了不少赞声
掌声。

警车开道、列队迎接、鲜花相迎…… 2 月
24 日，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高规格迎接山东第
一批驰援黄冈医疗队前来休整的视频，在网络
热传。从正月初一开始，该医疗队一百多名医护
人员已在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连续工作 30 天。
他们在罗田县休整 6 天后，将再次投入战“疫”。

“最高的礼节欢迎最亲的人”“你护我生命，
我待你周全”“多高的待遇他们都配得上，对待
英雄本应如此”……社交网络上，网民对警车开

道、高规格接待医护人员的做法，表现出了令
人意外的“宽容”，甚至频频点赞，认为这是一
种有助于促进尊医重卫的积极导向。

驰援黄冈的医疗队员们，确实配得上这
份礼遇。黄冈曾是疫情严重程度仅次于武汉
的城市，经过广大医务工作者连轴转的英勇
奋战，黄冈市卫健委 2 月 26 日公布的疫情速
报显示，该市已连续 3 天新增确诊病例为 0 ，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1540 例。尤其罗田县已连
续十多天零新增，累计确诊病例 69 例中，58
例已出院。

尽管也有人觉得，医务人员“逆行”支援
湖北，与时间赛跑、与病魔“掰手腕”是职责，
是践行“希波克拉底誓言”，应该不会在意接
待规格的高低，没有必要搞这种“形式”“排
场”。但更多网友认为，现在交通压力不大，用
几辆警车开道其实并不扰民，更算不上劳民

伤财和“排场”，主要是用一种仪式感来彰显
对英雄的崇高敬意。

与其说大家点赞“高规格迎接”，不如说
是在点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精神，
点赞外省医疗队冒险前来援助的英勇“逆
行”，点赞大别山人民知恩图报的朴实情感。

当然，这次被刷屏的“高规格迎接”，也算
代表湖北对广大医务工作者表达了崇高敬意
和谢意了，鉴于当前抗疫形势仍很严峻，其他
地方大可不必仿效，我们也相信更不会攀比。

而且，最好的敬意与谢意，是乘势而上，
坚决不让疫情蔓延扩散。当前，疫情拐点尚未
到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防控仍处在最吃劲
的关键阶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
策部署，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
松劲心态，继续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
防控工作。少一个新增病例，医护人员就少受

点累，少承受点风险。
最好的敬意与谢意，还应该学习传承战

“疫”医护人员的宝贵精神。学习他们以生命为
重的品格，学习他们的专业和敬业，将这种精
神和品格传承下去。

最重要的是，最好的敬意与谢意，是补齐
短板，提高治理能力。这次疫情是一次危机，
也是一次大考：疫情暴露出一些地方的治理
能力存在不少明显短板。要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的要求，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抓紧补短板、
堵漏洞、强弱项，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
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吃一堑长一智，切实抓紧
提升治理能力。

总之，我们认为，“白衣天使”配得上最高
规格的礼遇；我们更期待，这场疫情过后，医
患关系得到重塑。

（本报评论员易艳刚）

这一次，“警车开道”为何多了赞声少了骂声

近日，一些国家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快速增加，
我国疫情防控面临新的
局面。

从国际上看，与我们
一水之隔的韩国累计确诊
病例已突破 1100 例，韩国
政府已决定将疫情最严重
的大邱和庆北两地划为特
别管控区，采取超强“封锁
措施”力阻疫情蔓延。意大
利累计确诊 320 多例，威
尼斯狂欢节宣布取消。伊
朗确诊近百例。此外，一些
中东和欧洲国家出现首例
确诊病例。

面对国际疫情防控出
现的变化，我们要积极采
取措施，加强与外方密切
沟通协作，探讨加强联防
联控，共同采取一切必要
的措施，有效阻止疫情跨
国扩散。

面对国际疫情变化新
情况，我们还要讲“风月同
天”，对疫情加重的国家提
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疫情
发生以来，日本、韩国、伊
朗、意大利等国政府和人
民均以不同形式，为中国
人民抗击疫情提供了宝贵
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铭

记在心。中国外交部日前已郑重表态，中方愿
在努力抗击本国疫情的同时，为有关国家提
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采取了最全面、最严
格和最彻底的防控举措，积累了大量有益经
验，许多做法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赞赏和认
可，“中国经验”可以为有关国家提供借鉴，帮
助他们增强疫情防控能力。对处于困境中的
其他国家人民，中国人民向来秉承感同身受、
守望相助之心，已经并将会在能力范围内向
有关国家和人民提供防疫物资，提供技术支
持。事实上，中国已经向日本提供了病毒试剂
盒等抗疫物资。

全球化时代 ，疫情防控需要地球村
村民携手共同应对。患难时刻 ，各国更要
笃信“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病毒不分国
界 ，携手抗击疫情是大家的共同责任。在
这抗击疫情蔓延的关键当口 ，同舟共济、
加强合作不仅是出于道义 ，更是展现“风
月同天”的责任与担当。

（记者吴黎明）
新华社北京 2 月 2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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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湖北以外新增确诊人数已降至个
位数，全国越来越多小区、村庄、道路卡口开
始解封。然而，有些地方解封节奏过快，存在
从严防死守转为“陡然降压”的倾向。这种现
象可能向公众释放错误的疫情信号，给基层
防控带来新问题，甚至导致功亏一篑。

当前，广东、江苏、山西等地已将防疫一
级响应调整为二级响应，云南、甘肃、贵州、辽
宁等地已调整为三级响应。但是，绝大多数地
方的一级响应尚未解除，而且新冠病毒比较
“狡猾”，仍要因地制宜、分区分级执行“内防
扩散，外防输入”的防控策略。

但记者调查了解到，有的地方头天还严
防死守，第二天却集市人头攒动，最可怕的是
很多人不戴口罩；有的地方头天只有一个出
入口，外来人员严格登记，但第二天所有路口
解封，人员情况难再掌握……

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固然重要，但须臾不
能忘记“有序”二字。尤其对疫情相对比较严
重的地区，从严防死守到“陡然降压”的冒进，
可能会让此前的战“疫”前功尽弃。“在公共卫
生安全防范上，向来是政府紧一寸，公众未必
紧一寸；但政府松一寸，公众就会松一尺。”一

些基层干部的担忧值得重视。
解封步子迈得太大，可能会释放错误的

疫情信号。商场扎堆聚餐、网红店重现排队长
龙、不戴口罩赶集……近期这些放飞自我的
现象，就与有些地方释放的“信号”有关。当
前，很多人已经在家憋了一个月，出门聚餐聚
会的兴致很高，一旦解读到“全面解封，随意
进出”的错误信号，后果不堪设想。

解封步子迈得太大，会给基层防疫带来
新问题。有社区干部反映，小区入口全面放
开，社区工作者难以覆盖，只能靠物业和志愿
者防控，基本措施只有测体温，对外来人员很
难做到第一时间发现；有乡镇干部反映，村庄
与城市小区不同，没有围墙，居住分散，所有
卡口撤除后，对外来人口的进出几乎已无法
监测管控；志愿者反映，劝阻市民聚集时，一
句“你管什么，没看政府都放开管控了吗”让
人无法招架。

解封步子迈得太大，还可能让防控一线
基层干部错误认为当前工作重心要从防疫转
移到复工复产，而不是两者并重。一些还在坚
守岗位的防控人员反映，当地防控策略大调
整后，已搞不清当前哪些环节不需管、不能

管，哪些工作仍然要管好，对进出居民小区的
外来人员、零星开门营业的市场商铺，管控越
来越宽松，隐患由此出现。

基层干部担忧：让群众摘口罩易，戴上口
罩难；让群众摘了口罩再戴上，恐怕更是难上
加难。尤其最近人口跨区域流动越来越多，如
果“一刀切”解封，出现防控漏洞，会有“带病
下乡”“带病回城”风险。近期，杭州等地在持
续多日“零新增”后再响警报，教训值得警惕。

习总书记 23 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指
出，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
峻复杂，防控正处在最吃劲的关键阶段。这个
时候，必须高度警惕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
幸心理、松劲心态，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甚
至前功尽弃。

复工复产必须加快推进，但疫情防控容不
得麻痹松劲，因为它没有一丝容错空间。这道
长堤，容不得出现一只蝼蚁。如何妥善处理两
者关系，考验地方决策者的治理能力。但不管
怎么说，审慎稳妥地调整防控策略，千万不能
留下防控漏洞，不能让疫情出现反弹，应该成
为一种共识。 （本报评论员周楠）

新华融媒选粹

卡口一夜全撤，“解封”步子不宜迈太大！

最近采访时了解到一个案例：西北一个小
村庄，刘老汉和老伴的心脏药断顿，这药只能到
乡卫生院才能买，可村里的路已封，公共交通停
运，老两口愁坏了。他们找乡里的亲戚帮忙，对
方又托人，折腾了好几天才把救命药捎到村口。

疫情来势汹涌，城市生活生产深受影响，农
民、农业、农村也遭遇了冲击。城里人有各种渠
道和资源来表达诉求、寻求帮助、主张权益，很
多问题应声而解；相比之下，农村地区很多人都
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一些人对疫情带来的不
利影响缺乏应对的办法，也不善于发声，亟待引
起关注与帮助。

疫情之下，不同群体有不同的烦忧。在农村
地区，人们对疫情可能没有那么紧张，最担心的
不是抢不到口罩，他们也没什么心思跟着抖音
用电饭煲蒸蛋糕、研发新菜。最让他们挠头的
是：一年之计在于春，可眼看如今草长莺飞，返
城复工和农田生产都受到影响，一家人的生计
如何“安放”？

那些靠外出打工养家的兄弟，往年正月十
五前后就会出门，但现在很多人只能憋在家里。
尤其在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什么时候能外出
务工依然未知。难得有机会多陪陪孩子固然是

一种幸福，但歇工就意味着“0 工资”，不仅直
接影响家庭收入，还给未来增加了很多不确
定性——如果不巧他们以前上班的服装厂、
小餐馆、理发店等被疫情“拖黄”了，那未来的
日子将更具挑战。

那些未脱贫或刚脱贫的家庭，本来就底
子薄，现在又添新愁。尤其有孩子上学的，今
年的生活费、补课费、学杂费，都是不小的压
力。如果家里还有病人、残疾人、孤寡老人，压
力会更大。过去一个月正值过年，储备的年货
相对丰富，但接下来的日子恐怕会遭遇更多
难题。

那些种植户、养殖户，不可避免地遭遇了
卖不出货的困扰。河北部分养殖户断药断粮，
只能看着自己养的鸡被饿死；海南一些农民卖
瓜无路，只能任瓜果烂在地里或拿去喂鸡……
疫情之下，民生多艰的案例看着让人心疼。

在北方，往年雨水一过，就该忙春耕备
耕，但今年形势不容乐观。为减少资金占用，
农资经销商每年春季种子、化肥储备量一般
只有三分之一，剩下大部分要靠陆续回笼的
资金来周转，但受疫情影响，人流物流资金流
不畅，不但影响了农资销售，也让经销商没有
足够资金补进新货源。两头犯难两头堵，无论
是“销”还是“种”都会有麻烦。

最近，舆论用很大的篇幅，聚焦了抗击疫
情中暴露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的

短板。其实，那些被广泛讨论的问题，大多都
属于城镇问题。如果放眼仔细观察，在尚未出
现拐点的疫情中，抗风险能力最差的是农民，
经济基础最薄弱的是农业，公共服务最缺乏
的是农村。

这些天，当城市居民在讨论复工复产、注
意食堂风险、如何在家办公、定制公交上班等
问题时，有关方面一定不能遗忘农村那些“沉
默的大多数”。他们身边没有媒体，自己也不
拍段视频、发微博求助，千万不要等到问题无
法挽回，才开始重视他们的困境。

其实，中央和相关部委已经注意到这些
问题，一些省区也有所行动。

2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
议上要求，不失时机抓好春季农业生产。要抓
紧解决影响春耕备耕的突出问题，组织好农
资生产、流通、供应，确保农业生产不误农时。

2 月 21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强调，要“优先做好贫困地区农民工返岗就业
工作，做好因疫情致贫、返贫农户的帮扶工
作。”国务院扶贫办等七部门联合开展消费扶
贫行动，稳定贫困户增收渠道，助力打赢脱贫
攻坚战；化肥、农药等农资则已纳入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生活物资保障范围，保障重点地
区春耕备耕用肥用药需要；

湖北省安排部署农村村组封闭管理、农

产品稳产保供和当前农业生产工作，并对农
村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重度残疾人、孤儿、
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不低于
300 元的标准，给予生活物资救助；

安徽省 1 . 2 万余名农技人员进村入户，
对春耕备耕工作开展指导服务，并加大财政
金融支持力度，将生猪养殖场(户)贷款贴息
补助范围由年出栏 5000 头以上，调整为年出
栏 500 头以上；

广西则推出客商来桂专人服务、采购补
贴、开通运输通道等一系列措施帮助加快农
产品销售；

……
这些都应该手动点个赞。
现在最需要的是，各级各地要把中央的

决策部署抓紧抓实抓细。政府在防控疫情、复
工复产的同时，必须要同步把一部分精力投
入到农村，因地制宜、因时谋划、精准施策出
“新招”“硬招”“实招”。

各有关部门，要实地去调研看看，农民到
底有哪些实际困难，有哪些痛点，需要提供生
活物资救助的要马上安排到位，该打通公路
卡点的要帮助尽快打通，缺化肥、农药等生产
资料的要尽早筹措，有货物难销售的要拿出
实在的应对办法……

天冷更恤衣单人，衣薄更盼春来早！
（本报评论员张丽娜）

统筹抗疫与发展，别遗忘农村“沉默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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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我看不到他们的脸，也不
知道他们的名字，但看到他们的眼睛能给我力量。”一位
住院 30 天后出院的患者向医护人员深情表白：“说星星
很亮的人，是因为你们没有见过护士、
医生的眼睛，给了我莫大的希望。”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新华
社融合报道《说星星很亮的人，是因为
你没见过他们的眼睛》。

网网友友镜镜头头中中的的幽幽默默与与乐乐观观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新华
社融合报道《面对磨难，网友镜头中的
幽默与乐观！》。

疫情来袭，医护人员奔赴一线治病救人，志愿者坚
守社区维持秩序，外卖小哥风雨兼程保障供应，更多的
人宅在家里不给社会添乱……抗疫的
日子固然艰苦，也有动人瞬间。

春春天天是是属属于于我我们们的的

这是第一次边学边做，这是第一次给自己剪头发，
这是第一次在白天听到了夜的寂静，这是第一次许久
才认出自己的爱人……疫情还未结
束，我们共同守望！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新华
社融合报道《春天是属于我们的》。

如何让“援鄂蔬菜”不再是“烫手山芋”？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各地纷纷对湖

北伸出援手，除了援助医疗物资，还有动辄数
百万吨的蔬菜、水果等生活物资。但最近一段
时间，各地捐赠的蔬菜、水果，似乎成了“烫手
的山芋”，屡屡登上微博热搜榜。

24 日，网传湖北某市疑似将外地捐赠的整
袋萝卜倒垃圾站，还有大量南瓜堆积成山无人
要；20 日，网传外省捐赠给湖北某市的蔬菜大
批烂在仓库，“宁愿放烂也没有安排发放”；18
日，湖北一网民发朋友圈炫耀称，自己老公所在
的派出所发了大量外地捐赠的水果、蔬菜……

蔬菜堆积腐烂的相关传闻已被澄清，朋
友圈炫耀一事的相关人员也已被问责，但相
关传闻、争议背后的问题仍值得思考。从捐赠
者角度说，受捐地缺什么就捐赠什么，合乎逻
辑。但在疫情严重的湖北，接受捐赠后，必须
有更多考虑。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把大量容
易腐烂的蔬菜及时、公平地分发下去？

最直接的挑战是人手不足。大疫当前，首
要任务都是战“疫”和救人。如果各级防疫人
员既要处理源源不断的医疗物资捐赠，又要
落实各项防疫安排，还要分拣和分发新鲜蔬

菜，确实精力上不太顾得过来。
最棘手的难题是如何公平分配。捐赠蔬菜

数量毕竟有限，不可能人人有份，分给谁不分给
谁，都难以做到公平。有人觉得应该免费送到各
社区，但受疫情影响的社区何其多，没分到蔬菜
的人难免心有不平；更何况，有人分到大白菜，
有人分到西蓝花，恐怕也会引发公平争议，但如
果不分拣就分给大家，很可能又会有说法。

如何让捐赠的蔬菜不再是“烫手山芋”？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 1 月底
的一则新闻：

当时，武汉市商务局将山东省政府捐赠
的 350 吨蔬菜分给武商、中百、中商三大市属
商超集团进行销售，在扣除力资、运杂等费用
后，将所获款项全部捐给了慈善总会，专项用
于防治。随后，一段语气愤怒的“武汉市长热
线”电话录音在网络热传，很多人也觉得此举
亵渎了爱心。

事实上，一些专业人士认为，武汉将寿光
捐赠的蔬菜放在超市平价出售，是合理的。商
超集团有充足的仓储资源、完善的物流渠道、
成熟的销售体系，比其他组织更能妥善处理全

国各地涌来的蔬菜。其网点分布各地，不但能
满足市民的需求，还能起到抑制菜价的作用。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在美国“卡特里
娜”飓风等赈灾活动中，真正的“救灾英雄”是
遍布全美的沃尔玛超市。这家“世界 500 强”

榜首企业，用一流的管理经验参与赈灾。以此
来看，湖北本地的商超集团确实可以在战
“疫”中发挥重要作用。

当然，作为捐赠方，也有进一步“将好事做
好”的空间。比如，充分考虑接收方的难处，尽量
捐赠南瓜、土豆等保质期较长的蔬菜；比如，对
蔬菜进行分装、归整，提前将分发时可能会遇到
的问题解决好；又或者，直接将蔬菜捐赠给人员
相对集中的火神山、雷神山、方舱医院等。

战“疫”，既是对社会动员能力的考验，也
是对社会治理能力的考验。前期准备得更周
密，后期处置得更灵活，善于借鉴国内外的科
学管理经验，受益的都将是当地群众。当然，
很多事情只能尽量专心、专业，难以做到十全
十美，也希望网民和舆论少一些误伤，多一些
帮助和合理化建议。

（本报评论员韩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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