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 矛

据报道，2 月 12 日、13 日，宁波
连续两天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而 14 日、15 日、16 日又各增加 1
例，17日则再次为 0。这组“0”与

“1”的数据，说明我市疫情防控正
处于胶着状态，无论后续几日情况
如何，这具有标志性意义。

其实，还有一个时间节点也很
重要，2月10日，我市出院病例首
次多于新增确诊病例。如果把以上
这些数据连成一条曲线，可以清楚
地看出，疫情防控阻击战成效日
显 。 现 在 “0” 与 “1” 的 胶 着 ，

“1”是量的增减，而“0”是质的
飞跃，本区域没有新增确诊病人，
实属众望所归。这个局面备受瞩
目，大家忐忑不安地关注其走势。

抗击疫情，斗争极其严酷，根

本“输不起”。这里没有旁观者，
没有局外人，而与每一个人的命运
息息相关。从网上可以看到，当无
新增病例时，欢声一片，“宁波棒
棒哒”“宁波摒牢”等话语令人振
奋。接连 3 天“新增 1 例”后，舆
论场上虽寂静如水，却没有抱怨和
责怪，也没有灰心丧气的议论，同
样使人感触。这说明公众对疫情防
控的艰巨性、复杂性有了透彻理
解。大疫当前，人们的心态也变得
更加成熟和理性。

换个角度看，连续 3天的“新
增1例”也印证了疫情防控总体向
好的趋势。作为外来人口大市，
宁波全民动员、积极防控的成绩
已 被 大 家 认 可 。 不 过 ， 应 该 看
到，现在的胶着状态，正如拔河比
赛中的屏气对峙，恰恰是极为关键
的时期，所以要警惕在某个时段、

某个局部产生反弹，千万马虎不
得。面对“0”与“1”，需要从容
不迫地应对。

从容不迫，首先应做到不急不
躁、冷静处置。前一阶段，全社会
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医疗单位承担
着更大压力，人们在身心疲惫的时
候很容易产生急躁情绪。从连续两
天“0”，到持续三天的“1”，有的
人也许会认为“防控难”，信心动
摇。有的人或许急于求成，忽视客
观规律，搞各种办法“一起上”

“一窝蜂”，以至于适得其反。正确
的做法应该是，越是在“拉锯战”
的紧要关头，越要沉住气，科学防
治，精准施策，稳扎稳打。这样，
由“1”归“0”才会如愿以偿。

从容对待当然不是无动于衷、
消极迟钝，而是要振奋精神打进攻
战。对有的人来说，无论是“0”

还是“1”，都可能滋长骄傲情绪和
“差不多”想法。加上，疲劳状态
也容易产生松懈念头。在胶着局面
中，任何轻视短视、疏忽闪失、喘
息歇脚，都可能让已有的战果缩小
甚至前功尽弃。

疫情防控以来，不论新增病例
是“0”或者“1”，都有着经验或
者教训，应深化对防疫工作相关规
律的认识，研判其变化规律，提高
防控针对性。眼下，在做好有力有
序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尤其应主动
作为，打好进攻战、总体战。就此
来说，对“0”与“1”的关系，不
可不察。

从容对待新增确诊数的“0”与“1”
易其洋

2月13日，浙江省卫健委副主
任孙黎明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尽量
不安排双职工的医务工作者同时到
一线工作，尽可能使他们能够兼顾
家庭。非常时期，这样人性化的制
度安排，让人倍感温暖。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务工作
者特别是那些驰援武汉的人，被称
为“勇士”“英雄”“最美逆行者”，他
们的英勇和果敢、辛劳和赤诚，让
人感动，让人钦佩。我坚决不同意

“病毒并不可怕”的说法，就像浙
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呼吸
内科主任医师吴晓虹所说，最让我
们意外的是，医护人员感染的风险
比较高，病毒的传染性的确厉害；
也像浙江省中山医院呼吸内科副主
任 医 师 徐 慧 连 所 说 ， 进 入 ICU
后，我在心里喊了一声：我的天。

疫情有多严重，在病房里劳碌
的医护人员，比我们这些“局外
人”更清楚，遭遇感染的风险也更
大。说一线的医务人员是“直面生
死”“向死而生”，一点也不为过。
说抗击疫情是一场“战斗”没错，
大家是该“全民皆兵”，医护人员
到一线救死扶伤，责无旁贷，但应
该承认，我们还没有到人人必须拼
命的程度，所有医护人员必须“上

一线”的地步。
客观真实地评价和报道病毒的

可怕，让人们对病毒多几分警惕，
保持足够的戒备心理，绝不是什么
坏事，而是对科学和专业的尊重，
也是对生命的尊重。如果夫妻俩同
为医护人员，即使都写了“请战
书”，组织者也应该想到“不怕一
万，就怕万一”。万一两人都被病
毒感染，万一出了意外，他们的孩
子和父母咋办？又让人情何以堪？
说得轻一些，好多医护人员的孩子
还小，疫情期间一直被“困”家
里，得吃得喝得学习，若父母一起
离家十几二十天，叫人怎么放心、
怎么忍心？又会给“在一线”的父
母增添多大的情感和精神压力？人
同此心，心同此理，换位思考一
下，共情感受一下，便可理解省卫
健委的良苦用心。

病毒每天威胁和夺走的，是一
个个有血有肉、有亲人有情感的鲜
活生命。越是了解病毒的可怕，便
越是明白，像不让医护双职工上抗
疫一线，不仅不是怯懦，也无损医
务人员的勇敢和担当，反倒是难得
的清醒和理智。这种清醒和理智，
正是源于对个人情感和生命的尊重
而不是轻贱。也正因如此，全面而
牢固地树立把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
一位的理念是多么重要。

不让医护夫妻同上一线
不是怯懦

余利军

当前，疫情防控进入了最吃劲
的关键阶段。我们要把战“疫”当
作战役来打，切实防止和克服任何
松懈、麻痹和厌战情绪，始终以昂
扬奋进、勇往直前的精神状态打好
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

精神上不松气。当前，全国除
湖北以外的疫情形势总体好转，
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和成效。但我们越是接近成功，
越需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坚持到
底，决不能有丝毫松口气的念头，
避免因为一时的失责而延误战机、
拉长战“疫”。

思想上不松懈。在战“疫”打
到最激烈最复杂的时候，有人容易
产生麻痹松懈思想。这是大忌。我
们应着眼防麻痹、防松懈、防疲
劳、防烦躁，坚持解决思想问题、
心理问题与实际问题结合，搞好谈
心互助和心理疏导，持续不断地搞
好思想发动，时刻绷紧疫情防控之
弦，牢固树立打持久战的思想。

工作上不松劲。当前，正处于
“三返”的重要时间关口，重点区
域 疫 情 局 部 扩 散 的 潜 在 风 险 突
出，应按照科学、合理、适度、
管用的原则制订针对性措施，既
切实做好长假后返程和复工复产
后的疫情防控工作，又及时协调解
决复工复产中的困难和问题，做到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抓，两手
都要硬。

责任上不松手。防控疫情斗争
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它不是哪个
地区、哪个部门、哪个个人所能
单独完成的，最需要的是落实责
任，形成合力。各级党员干部应把
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守土
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严格
落实主体责任，坚决做到疫情防控
不松手。

做好上面这些工作，必须坚决
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力，不敢担
当、作风漂浮、推诿扯皮的，必须
严肃问责，以引导党员干部在大战
中践行初心使命、在大考中交出合
格答卷。

疫情防控越吃劲越不能放松

两 手 抓 罗 琪 绘

王新明 潘德鑫

四川同广东、浙江建立健康
检测互认工作机制，助上万农民
工返岗；安徽启动跨省和省内跨
市客运包车业务，助农民工返
岗；全国铁路首趟定制务工人员
返程专列从贵阳开往杭州……近
日，多地为农民工安全有序返岗
出实招。疫情影响下，答好让农
民工安全有序返岗这道难题，需
要从细处着眼，在细节上下大功
夫。

返岗首先要确保安全。作为
劳动力输出地，要对即将返岗的
农民工深入开展防疫宣传，认真
排查健康状况，建立台账，细化
到每户、每人，服务到每户、每
人，坚决防止已感染或尚在观察
期的农民工外出。作为劳动力输
入地，要做好复工复产防疫设施
配备、隐患排查、人员管理等工
作，确保“产能快恢复、疫情不
反复”。

返岗还要确保有序。要保障
“两条路”畅通，其中一条是有

形的“路”，依据抗击疫情进展情
况，实事求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
下，逐步恢复公路运输。还可采取
开行农民工铁路专列等办法，让农
民工既不要堵在“最先一公里”，
也不要堵在“千里返城路”，更不
要堵在“最后一公里”。

这“最后一公里”往往是一条
无形的“路”，一条联通农民工流
入地和流出地信息的“高速路”。
针对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堵点，各地
应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对
农民工健康状况、劳动技能、意愿
流向以及企业用工需求、所需工种
等实施精准对接，并借鉴四川等地
做法，实行流入地、流出地健康检
测互认机制，让农民工“从家门到
车门、从车门到厂门”。

情况越复杂，工作越要往细处
做，要下“烹小鲜”的功夫，在确
保疫情有效防控的前提下，写好复
工复产、农民增收这篇“大文章”。

农民工安全有序返岗要大题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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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程
江北区委报道组 张落雁
通讯员 尉宾娟

一个酒店正常运营需要多少
人？保洁员、水电工、网络管理、
前台、接待、大堂经理、门童、行
李员、保安、客房部经理、餐饮部
经理⋯⋯然而在文教街道有个酒
店，只有两名工作人员。酒店原本
有 10 多名本地员工，一听说酒店
要做集中隔离点便纷纷离开了。

“看着疫情发展态势，街道的
集中隔离点要全面启动，以备不
时之需，需要个总管、总调度。”
1 月 31 日，文教街道二级调研员
过炜接到电话后没有一秒钟的迟

疑，立马答应。2 月初隔离点一启
用，他便拎着日常用品，住进了
隔离点，上岗成了酒店“临时经
理”。

过炜和街道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所所长顾甬英一起在隔离点忙碌了
10 多天，接待了 30 多名“客人”。

过炜和顾甬英身兼前台、接
待、保洁员、客房经理等多职，每
天只能睡 6 小时，连吃顿安稳的饭
都成了奢望。每当隔离人员入住，
他们先要登记个人信息，安排房
间，接着要告知入住须知，引导入
住。到了饭点，他们要把一份份快
餐送到隔离人员房间门口。

过炜和顾甬英还要定时收拾垃
圾，清扫公共区域卫生，记录服务

清单。每天打扫房间，联系第三方
对各个房间及公共区域进行消毒，
确 保 环 境 安 全 。 顾 甬 英 笑 着 说 ：

“过炜是个歇不下来的人，从早到
晚打扫个不停，拿消毒液喷喷喷，
医生都说我们这儿消毒做得太好
了。”

过 炜 还 承 担 酒 店 的 “ 护 工 ”
“水电工”“网络维修工”等多个工
种，每天两次陪同医护人员对隔离
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做好防疫健康
知识宣传。

除了照顾隔离人员生活起居，
过炜还关心大家的心情，尽量让大
家感觉到温暖和关爱。前几天一户
三口之家入住酒店，因为孩子小，
离开家非常不适应，在大堂一直哭

闹。过炜专门收拾了一间朝南的舒
适套房供他们居住，小朋友进去后
非常喜欢，一家人的情绪也稳定下
来。过炜说：“隔离嘛，大家或多
或少有些担心和焦虑。我们只有将
服务做得更细致更周到，用我们的
积极乐观来感染他们，才能让大家
更安心一些。”

有进来就有出去，每一次隔离
人员能够度过隔离期健康出去，过
炜就感到由衷高兴。过炜说：“我
最喜欢的就是给大家办理‘退房’
手续。有一次，一位隔离人员临走
时又回过头来，对我摇手致意，我
真的非常感动。相信众志成城，疫
情肯定能早日过去，愿大家都平安
健康。”

最喜欢给“客人”办“退房”手续
——聚焦集中隔离点“酒店临时经理”的日常工作

记者 王博

“同志们，又有 5 名‘房客’半
小时后到，大家抓紧准备！”几天
前的一个傍晚，鄞州区中河街道
集中隔离观察点，潘丰接到高速
口执勤人员打来的电话后，马上
通知隔离点的工作人员做好准备

“迎客”。
潘丰是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中河中队的一名执法队员，疫情
防控期间，也是中河街道集中隔离
观 察 点 的 “ 总 管 ”。 他 和 医 护 人
员、片区民警及后勤保障人员一
起，守护着来自重点地区的集中隔
离观察人员。

晚上 9 点，执勤人员送来了 5
名湖北籍返甬人员。潘丰和正在值
班的鄞州二院医共体中河分院驻点
医师朱南贤立刻迎了上去，登记、
测体温、加微信，安排入住。自 2
月 5 日该集中隔离观察点正式投入

运 行 以 来 ， 已 经 接 待 了 100 余 名
“房客”。

“肚子饿了！”9 点半，其中一
名“房客”发来微信，说自己一直
开车赶路，还没吃晚饭。“我去烧
水。”“我找泡面。”潘丰和朱南贤
一个小跑过去烧热水，一个去储物
间拿泡面和榨菜，给 5 名“房客”
送上暖心夜宵。

“老朱，你看这泡面，有没有
想起那个倔老头？”“是啊，他买了
一大堆泡面、榨菜和火腿肠送给我
们。”潘丰和朱南贤口中的“倔老
头”是一名隔离人员，因与确诊患
者有密切接触史，一家人在此集中
隔离。按规定，所有集中隔离人员
必须一人一间、相互隔离。但老人
却想和家人住在一起，为此和工作
人员多次“交锋”，最后，老人被
工作人员说服了。他说：“你们很
辛苦，道理我也懂，还是全力配合
做好防护工作，争取早日‘解禁’

吧。”隔离期满后，老人专门送来
了泡面、榨菜和火腿肠，还说自己
回去要当志愿者支持防疫。

“潘队，电视机又坏了！”潘丰
刚送完泡面，68 岁的王大伯就给
他打来电话。此时，隔离点的修理
工已经下班。潘丰戴上手套，紧了
紧口罩，赶去帮忙。原来，遥控器
电池没电了。等潘丰帮老人调好遥
控器，已经 10 点半了。

“潘队，失眠了。我还得在这
里住几天啊？万一被感染了怎么
办？”次日凌晨 1 点，潘丰刚要睡
着，微信滴滴响了起来。一名“96”
后小姑娘发来信息，说自己曾与确
诊患者密切接触过，心里特别害怕。

“放宽心，我每天接触那么多隔离人
员都不怕，你怕啥！”潘丰忍着睡意
耐心安抚。第二天一早，潘丰又和朱
南贤等工作人员一起，共同做小姑
娘的心理安抚工作。

昨日一早，两名来自姜山镇的

隔离人员满 14 天解除“禁令”。考
虑到集中隔离点附近交通不便，潘
丰立刻跟姜山镇政府联系，不到半
小时，姜山镇就派专车送两人安全
回家。

在人员密集且存在传染危险的
隔离点，潘丰和朱南贤等 10 名工
作人员已经连轴转了 10 多天。除
了管理和服务隔离人员，他们还要
汇总当日情况精准上报。考虑到

“房客”随时可能送来，每个人都
把手机铃声调到了最大，以免睡着
听不到电话。其中，年已六旬的朱
南贤改掉了午睡的习惯，靠吃安眠
药调整睡眠。

“但愿‘房客’能一个个安然无
恙地离开。”潘丰说，“房客”平
安回家是他们最大的心愿，从第
一天来隔离点，他和朱南贤这对

“患难之交”就约定好，“既来之
则安之，要做最后走出‘隔离点’
的人。”

愿“房客们”安然无恙地离开
——鄞州区中河街道集中隔离观察点侧记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宣
文） 前天，位于余姚市的黑龙江秋
然米业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取得了
由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发放的“粮食
加工品”食品生产许可证。“这张
许可证很特别，它是我省为助推食
品生产企业复工复产，试行低风险
食品许可告知承诺制度以来，第一
张免于现场核查发放的食品生产许
可证。”市市场监管局食品生产处
工作人员说。

余姚市市场监管局食品生产科
周吉江说：“省局试行告知承诺制
的措施里，提到对书面承诺符合食
品生产许可条件、首次申请低风险
食品类别许可的企业可以免于现场
核查，我立刻就想到了前些时候来
申请过食品生产许可证的秋然米
业。”周吉江当即致电企业询问申
请进度，在得知企业厂房、机器等
硬件均已准备到位，且相关条件符
合简化审批流程规定后，决定采取
告知承诺制为企业办理食品生产许
可证。

“当时，企业的申请材料需要
完善，但经办人因为疫情影响暂时
回不来，考虑到大米是生活必需
品，我们决定远程指导，协助他们
准备申请材料。”在周吉江和同事
的努力下，5 个小时后，1 份申请
书、7 份申请材料、14 份食品安全
制度梳理修改完成。当天下午 2 点
半，该企业的委托代理人来到余姚
市市场监管局，为申请材料盖上了
公章，一张免于现场核查的食品生
产许可证正式递交到了委托代理人
手中。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人士表示，
免于现场核查并不代表监管缺位。
执法人员会对企业证后生产经营情
况开展监督检查，对发现企业不符
合承诺条件开展经营的，责令限期
整改，逾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
到要求的，依法撤销许可证书，实
现严格的闭环管理。

据统计，截至 2 月 17 日，全市
已有 118 家食品生产企业、130 家
食品小作坊复工复产。

承诺许可制提升企业复工“加速度”

我市发放全省首张
“免于现场核查”食品生产许可证

昨日，宁海海关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对双一力 （宁波） 有限公司申报进
口的一批锂离子电池片原料实施现场查验。为切实帮助疫情期间外贸企业
复工复产，宁海海关安排专人主动跟进复工企业的进出口订单计划和物流
进度，落实“一企一策”第一时间安排现场查验，保障进口生产原料及时
通关并投入生产。 （李江林 宋韬 摄）

海关为企业复工复产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