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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暴发以来，全国各地迅速集

结派出医疗队驰援武汉。与此同

时，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也积极投

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他们团结

协作，共克时艰，投入到抗“疫”前

线，为打赢疫情防控硬仗奉献着

青春力量。 （B4版）

我眼中的抗“疫”志愿者

如今，疫情影响了许多人的

正 常 生 活 ，面 对 关 乎 生 命 的 大

事，有些人感到焦虑和恐慌，疫

情不止影响身体健康，同时也影

响着一些人的心理情绪。当前，

全国各地推出各项措施，积极为

群众做好心理防护。（A4版）

抗击疫情从“心”开始

本期
导读

文明城市战“疫”，彰显别样温情
本报记者 胡桂芳

涓涓细流 汇成大海

广大党员踊跃捐款抗击疫情

疫情“大考”下的人
性化管理

疫情当前，全国各级文明城市迅

速行动，以既有温度又有力度的人性

化管理，筑牢了城市的安全防线，展

现了文明城市的大爱担当。

面对疫情，江苏常熟市城市管理

刚柔并济，对新市民的管理与服务展

现出城市通情达理温情的一面，第一

时间制定来常（返常）人员健康管理

办法，全面实行健康状况主动申报制

度，加强“返工潮”后的疫情防控。同

时，社区管理人员主动为居家隔离观

察的人员代购必须的生活常用品，处

理生活垃圾，及时满足他们合理的生

活需求。

疫情期间，为关爱居家老人，上

海长宁区积极发挥社区养老顾问的

作用，向社区高龄、困难老人主动拨

打关爱电话，及时了解高龄独居或行

动不便老人在买菜做饭、看病配药、

精神慰藉等方面的现实诉求，并普及

疫情防控知识。该区天山街道为应对

居民小区封闭式管理，制定了《疫情

期间每日送餐服务标准化流程》，严

把“送餐员体温测量登记、送餐工具

每日消毒、发放小区出入通行证、无

接触送餐”四环节，确保送餐服务安

全高效。

针对需要进行居家观察又暂时

没有固定居住地、未找到工作，又滞

留苏州的人员，江苏苏州金阊街道率

先设立共有 120 余间客房的两个健

康居住点，为他们提供临时的“家”。

这个“家”会为他们提供送餐、消毒、

回收生活垃圾服务，并为每个人配备

体温计以便做好体温监测。同时建立

微信交流群，为大家提供代买水果、

零食以及生活必需品等个性化服务，

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为了降低市民出门交叉感染的

风险，河南宝丰建立了农企商超对接

工作微信群，进驻的 45 家农产品批

发市场和商场超市，线上下单，统一

配送，实现供应方、销售方与需求方

“无缝对接”，确保了百姓餐桌“菜篮

子”充足供应。

疫情下城市中涌动
的暖流

在全民战“疫”中，没有人是旁观

者，城市里，每一份力量的参与，都

凝结成一股强大而温暖的抗“疫”力

量，让疫情之下的城市，更加温暖和

富有人情味。

疫情无情人有情，文明之城显温

情。福建三明各地的志愿服务组织、

志愿者、爱心人士积极响应三明市委

文明办号召，走近需要帮助的人身

边，通过不同形式的志愿服务，弘扬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

神，在防“疫”一线筑起了一道坚强

的“志愿红”。为方便湖北返乡人员，

社区志愿者和村干部化身外卖小哥，

义务当起了临时“跑腿员”，从超市

和市场采购新鲜的蔬菜水果和肉类，

及时送到他们身边。

疫情就是命令。面对疫情，陕西

延安从组织领导建设、舆情监控、文

明风尚、移风易俗、志愿服务等八个

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作出相应安排，

拉开了抗“疫”助推文明城市创建的

序幕。同时，全市临时建立的 223 个

党支部、458 个党小组全部设立了

“党员志愿服务岗”，形成“党员冲锋

在前、群众奔赴一线”的志愿服务网

络，“红马甲”“红袖章”成为疫情防

控的中坚力量，彰显了中国特色志愿

服务的强大魅力，诠释了这座城市的

文明素养。

疫情发生后，浙江杭州接纳了载

有武汉乘客的多个航班；广东湛江对

来自湖北的旅客实行定点酒店统一

安置，让在外的湖北人免于“漂泊”；

广西南宁、桂林、柳州等地都相继开

放定点宾馆，供滞留游客居住，并给

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病毒虽

然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但

城市散发的热情让人心与心的距离

越来越近。

暖心举措激励关爱
“白衣战士”

在这场疫情中，来自全国各地的

白衣战士，为了守护同胞的生命，舍

小家顾大家，毅然决然地奔赴一线，

与肆虐的病毒抗争，成为了“最美逆

行者”。他们中有的感染了病毒，甚

至献出了生命，为切实关心关爱医务

人员，各级文明城市采取系列暖心服

务激励关爱白衣战士。

四川成都市印发《全力做好疫情

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及其家属关心关

爱若干措施》，明确从表彰奖励、健

康防护、关爱照拂、福利补助、子女

优教等 16 个方面，解除疫情防控一

线医务人员的后顾之忧。

“你守护我们，我们守护你的牵

挂。”浙江各城市采取措施，为一线

医务人员子女送去关爱。义乌市教育

系统经过摸排，为 25 名在学习生活

上有困难的医务人员子女提供“多对

一”的守护，合力解决孩子线上学

习、心理辅导等需求；衢州市柯城区

以学习导师、生活导师、情感导师

“三个导师制”，为 50名不同年龄段

的医务人员子女定制“关爱套餐”。

类似的暖心关爱还有很多。疫情

发生后，深圳发起疫情防控“安心行

动”，持续为湖北抗疫一线医务人员

和援湖北医疗队制作普通话和粤语

版“安心音频书”、编印“安心手册”、

开发“安心博士——在线心理辅导”

微信小程序等，对医务人员开展有针

对性的“安心行动”，为他们送去心

理抚慰；江西省南昌市推出“暖心八

条”举措呵护医务人员心理健康；山

东青岛市通过各种方式，开展慰问及

保障服务活动，制订针对援助湖北和

一线医疗人员及家属的服务方案，对

援助湖北及一线医疗队员及其家庭

信息建立台账……

疫情无情，人间有爱。在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疫”中，一项项充满爱

意的举措，彰显着城市的温度，温暖

着被疫情笼罩的人们，也照亮了抗疫

路上“逆行者”们前进的道路，正是

因为有了这股暖流，让我们坚信，

“春暖花开”已不再遥远。

本报讯（记者 赵青 实习记者 李林晅）打开

微信，点击相关板块链接即可将油菜花美景尽收

眼底。近年来，一年一度的“冉义油菜花节”是四

川邛崃市乡村振兴、农民增收的重要节点，但今

年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影响，线下

“冉义油菜花节”被取消。为做到疫情防控和经济

发展两不误，2 月 24 日，由邛崃市委宣传部等策

划的“2020年邛崃首届云上油菜花节”正式上线，

整个活动从 2月 24日开始至 5月结束。活动利用

信息技术在线上搭建油菜花节场景，植入“爱心

驿站”“云守候：静待花开”等板块，为乡村振兴做

了有益的探索。

2月24日，首届云上油菜花节正式开幕，活动通

过“托尼老师为你换发型”手机小游戏、购买爱心商

品、邛崃特色农产品线上展示、预售邛崃粮油等板

块，增强了网友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据了解，3月中

下旬还将开展“云守候：静待花开”直播活动。

邛崃市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邛崃将构筑“城市+郊野+口袋”三级

公园体系，构建“特色镇+川西林盘+精

品民宿”新型乡村形态，深入推进国家

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全力创建全

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先进县，并助推乡

村旅游业的发展，促进农商文旅的融合

发展，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邛崃市委宣传部供图）

我国将尽快推动出台
生物安全法

新华社北京3月 2日电（记者 梅
常伟 丁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2

日在军队支援地方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国将尽快推动

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

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

吴谦说，加强国家生物安全是各

国的普遍做法，国际上对生物安全问

题向来十分重视。1992 年，联合国环

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和

《生物多样性公约》，专门提到生物技

术安全问题。我国从保护人民健康、

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

高度，决定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

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

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

物安全治理能力。

“这次疫情的发生，更加凸显了

生物安全的重要性。”吴谦说，“我国

将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

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

保障体系。”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日前，响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的号召，全国广大共产

党员为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踊跃捐款。他们的

善心和爱意汇聚成汩汩暖流，在春

天的神州大地奔涌流淌。

“他人有危难，出手帮扶是中华

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说这

话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工程

院院士、三峡集团原总工张超然，前

几天，他通过转账方式将科研项目

奖金 40 万元捐给华中科技大学附

属同济医院，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防治及相关研

究。中组部印发组织党员自愿捐款

的通知后，他向党支部再次捐款。

刘峰是河北临漳县车往营村党

支部书记，疫情发生后，他先是个人

出资4.5万元购买口罩、酒精等物资

支援疫情防控工作，随后又向乡党

委捐款 2 万元。“我是市、县人大代

表，荣誉不是挂在墙上看的，而是激

励和鞭策，疫情当前，我要贡献自己

的力量。”刘峰说。

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

站得出来，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本色。

河南远大锅炉党支部书记赵国强前

不久刚在郑州做完手术，看到医护

人员医疗物资紧缺，他专程赶回西

华县，向县红十字会捐款 10 万元，

支援一线作战；湖南桂东县人民医

院内一科护士长李春来是“湖南省

卫生计生先进个人”、县“优秀共产

党员”等荣誉的获得者，这次她将自

己获得的全县“首届劳动模范和先

进个人”奖金全部捐了出去，“让这

笔钱发挥最大的作用”……

为战疫捐款，为困难者献爱心，

各条战线的党员都在行动。河北晋

州市公安局民警李彦杰投身疫情防

控一线，主动捐款 5000元支持武汉

疫情防控工作；福建安溪县退役军

人党员陈竞通、张连生、谢志辉等在

战友群发出捐款倡议，共收到退役

军人党员捐款 2.74 万元，展现了退

役军人“离军不离党、退役不褪色”

的责任担当；广西南宁市教育局机

关及直属单位广大党员自发有序地

踊跃捐款，截至2月28日上午，共收

到捐款近6万元。

老党员也力所能及地捐款，展

现出共产党人的崇高境界和高尚情

怀。“韩书记，这是100块钱，是我的

一点心意，请不要嫌少。”2 月 27 日

下午，安徽萧县石林乡崔阁村 93岁

的老党员杨正伦听儿子说起捐款的

事，用颤巍巍的手打开随身携带的

手帕，将自己平日积攒的钱郑重地

交到了党支部书记手中。福建漳州

市二职校 28 位退休党员教师共计

自愿捐款 3660 元。参加过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年已

93岁的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老党

员盖鸿儒由保姆推着轮椅，到莲秀

社区捐款 1 万元。云南宣威市盘龙

村有着 71 年党龄的何积仁和 68 年

党龄的余祥祯夫妇捐款 14万元。北

京市东城区胡家园社区老党员、老

干部石磊，来到社区捐款10万元。

为了给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送

上“及时雨”，一些党组织开展主题党

日活动，党员纷纷解囊相助。四川凉

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梅雨镇党委组

织主题党日开展捐款活动，并向全镇

发出倡议募捐驰援武汉，得到了党员

干部和村民的大力支持，大家都在自

己能力范围内献上爱心；海南海垦控

股集团1278个党支部也开展主题党

日活动，截至2月28日，集团党委已

收到捐款20多万元……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点点星

光，照亮银河。小到几十上百，大到

数千上万，钱不分多寡，都是广大党

员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对抗击疫情的

无私支持，是对有困难群众的守望

相助。有着这样最无私的大爱，有着

彼此最坚定的帮助，还有什么困难

我们不能携手克服呢？

（《人民日报》孟祥夫）

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收缴
野生动物9.2万头

新华社北京3月2日电（记者 熊
丰）记者 2 日从公安部获悉，按照公

安部统一部署，各级公安机关采取坚

决有力措施，依法严厉打击破坏野生

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截至目

前，全国公安机关共侦办涉及野生动

物的刑事案件 948起、查处行政案件

2147 起 ，收 缴 野 生 动 物 9.2 万 头

（只）、野生动物制品5300余公斤。

据了解，野生动物可能是一些病

毒的携带者和传染源，部分地方存在

的“野味产业”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

重大隐患，增加了疫情防控风险。公

安部对此高度重视，立即部署严厉打

击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狩猎、杀害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等违法犯罪活动。

各地公安机关按照统一部署，坚持问

题导向、全面搜集线索、深入摸底排

查，集中摧毁源头网络，坚决打出声

威，迅速形成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

法犯罪的严打震慑态势。

近期，各地公安机关密切协同配

合，坚持网上网下联动，集中查处了一

批大要案件，摧毁一批跨区域犯罪团

伙。福建明溪查获野生动物死体共77

只，其中包括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鹇5

只，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棕鼯鼠11

只；贵州遵义查获2只国家二级保护野

生动物猕猴和1头野猪、2只孔雀；四川

巴中连续破获3起涉野生动物犯罪案

件，捣毁非法野生动物制品窝点7个，

查获青麂、果子狸、獾等野生动物制品

400余公斤；湖南祁阳根据网上线索破

获一起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案件，当场收缴河麂70只、野

猪、野兔、竹鼠等野生动物冻体400余

只，涉案金额30余万元。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

关将以超常决心力度加强协调联动，

全力深挖彻查，强化破案攻坚，严厉打

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活动，

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摧毁犯罪网络

和团伙，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

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作出更大贡献。

邛崃首届云上油菜花节用科技助力增收

突 如 其 来 的 新 型 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也给全国各级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带来了严峻考
验 。既 要 打 响 全 面 战

“疫”，又要保证城市的平
稳有序运行。这不仅是一
场大考，也是对城市管理
的一次挑战。

24 小 时 不 打 烊 的 救
助站、安全高效的送餐上
门服务、稳住民生“菜篮
子”、为滞留游客开放定
点宾馆……面对疫情，全
国各级文明城市在持续
开展环境整治、完善基础
设施、全面落实联防联控
措施的基础上，更加注重
凝聚志愿服务强大力量、
倡导邻里之间守望互助，
持续释放疫情下的城市
热情，为抗击疫情注入暖
流，彰显了文明城市别样
的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