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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金雨 四平

根据最新消息，我省各级各类学
校春季开学时间不早于 3 月 2 日。本
周一开始，我省各地中小学为了补上
因疫情耽误的课程，借助空中课堂、
云平台开展网上教学。“停课不停学”
当然值得称道，不过相较于补上书本
知识，当前给学生们上好战“疫”这一
课也非常重要。

让学生学会敬畏。“心存敬畏，方
能行有所止”。不少人抱怨现在的学
生不太懂得珍惜生命和资源。这一场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成人以震撼和反
省。我们同样可以引导学生从疫情中
反思成因，从而懂得敬畏自然、敬畏
生物；可以引导学生从社会防控、家
庭防控中，懂得遵守公德、遵守法律；
可以引导学生从病毒与人类的如影
随形中，懂得如何护己和护人。对学
生而言，良知和人格是人生的方向，
这时候不建议只让他们安心读书，哪
怕是高三即将高考的学生。现在的明
白和体悟，比学生们以后从历史、生
物课本里获得的知识可能要深刻得
多、有用得多。

让学生学会感恩。感恩是生活的
太阳。一些父母，不时感叹自己的孩
子有些冷漠和自私。面对疫情我们身
边涌现的无数“逆行”的背影，热血战

士、守望亲邻身上散发的精神气度和
人文光华，就是让学生们懂得感恩最
好的教材。学生们今天仍有衣食无忧
的生活，仍有平静的书桌，背后是无
数“最勇敢的人”的付出。“无数的人
们、无尽的远方都与我有关”“滴水
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的密码。给学生们上一节感
恩课，讲明白“我”与他人、家庭、社
会、国家的关系，利于锤炼他们完整
的人格。

让学生学会勇敢。面对一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前方后方、国内国外，无
数人无惧无畏，面对危险勇敢“逆
行”，医护人员穿纸尿裤救治患者，解
放军全面接管病区，公职人员从年前
到现在还未停歇，我们有责任让学生
们从战“疫”中砺一砺战斗的豪气，接
一接英雄的胆气。这场战“疫”中，还
迸发出多少社会治理、团队协作的
智慧，同样值得学生们受用一生。西
南联大校长蒋梦麟说：“强民之道，
惟在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
社会”。知识和本领是人生的力量。
给学生们上一节社会治理课，利于
他们未来掌握更多科学本领，建设
更现代的社会。

当然，家校合作是最完美的教
育。空中课堂毕竟资源有限，父母、长
辈也可以耳濡目染，给与引导。

给学生上好战“疫”这一课
三湘时评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记者 周
月桂 通讯员 黄颀杨）当前，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已由春节休假转入节后
企业单位陆续返岗复工的新阶段，生
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和居民生活服务
业供给保障面临的局面复杂、任务艰
巨。今天上午，副省长何报翔在长沙
开展市场保供和企业复工调研。

何报翔一行先后在长沙红星蔬菜
批发市场和蓝思科技进行调研，了解
蔬菜、水果等生活物资的供应情况，调
研企业复工复产和口罩等防护物资生
产情况，并为相关企业赠送口罩。据了
解，疫情防控期间，省商务厅建立了生

活必需品应急保供、市场监测调度、信
息发布机制，确保全省居民生活必需
品市场保供工作井然有序。为做好企
业复工期间的防疫工作，蓝思科技第
一时间成立了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制
定了详细的防控方案，疫情管控队伍
全天候巡查疫情，对返厂人员进行全
方位的交叉排查和管理。

何报翔要求，相关部门、企业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
切实做好商贸企业复工营业、保障生
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和居民生活服务
业供给等有关工作。

何报翔在长沙调研市场保供和企业复工时要求

切实做好
商贸企业复工营业工作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记者 邓
晶琎）今天，全省统计工作暨第四次
全国经济普查工作总结表彰电视电
话会议在长沙召开，省委常委、常务
副省长谢建辉出席。

会议授予长沙市芙蓉区统计局
等50个单位、邓丽君等100名同志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荣誉。

谢建辉肯定了统计工作取得的成
绩。她强调，要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把握新时代这个根本特征、践
行新发展理念这个根本任务、提高统
计数据质量这个根本要求、统计改革
创新这个根本动力，以高质量统计服

务高质量发展。
谢建辉要求，坚持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改革发展。要加强经济运行
监测，科学研判疫情影响，为决战脱贫
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当好参谋。稳步推
进统计改革，完善高质量发展统计体
系，加快统计机制内容服务创新。认真
开展重大普查工作，抓好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脱贫攻坚专项普查，用好第
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成果。提高统计数
据质量，增强质量意识，创新统计手
段，坚持依法统计。发挥监督职能，深
化统计认识，开展自查自纠，切实加强
配合。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部门协作、
着力固本强基、加强队伍建设。

谢建辉在全省统计工作暨第四次全国经济
普查工作总结表彰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以高质量统计
服务高质量发展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记者 段
涵敏）2 月 11 日，湖南省卫生健康委
通报，2020 年 2 月 10 日 0-24 时，湖
南省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确
诊病例 33 例，新增重症病例 5 例，新
增死亡病例 0 例，新增出院病例 27
例。

新增确诊病例中，长沙市6例、株
洲市7例、湘潭市1例、邵阳市2例、岳
阳市 10 例、常德市 1 例、益阳市 1 例、
郴州市1例、永州市1例、娄底市3例。

新增重症病例中，长沙市2例、益
阳市1例、郴州市1例、永州市1例。

新增出院病例中，长沙市6例、衡
阳市2例、株洲市1例、邵阳市1例、岳
阳市4例、张家界市1例、益阳市1例、
郴州市 5例、娄底市 4例、湘西自治州
2例。

截至 2 月 10 日 24 时，湖南省累
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912例，累计报告重症病例 122例，现
有重症病例 62 例，死亡病例 1 例，出

院病例213例。
累计确诊病例中，长沙市219例、

衡阳市45例、株洲市68例、湘潭市32
例、邵阳市91例、岳阳市134例、常德
市73例、张家界市5例、益阳市54例、
郴州市33例、永州市42例、怀化市39
例、娄底市69例、湘西自治州8例。

现有重症病例中，长沙市 22 例、
衡阳市4例、株洲市7例、湘潭市4例、
邵阳市4例、岳阳市2例、常德市5例、
益阳市4例、郴州市1例、永州市2例、
怀化市 3 例、娄底市 4 例。死亡病例
中，岳阳市1例。

出院病例中，长沙市 39 例、衡阳
市 16 例、株洲市 11 例、湘潭市 11 例、
邵阳市22例、岳阳市21例、常德市15
例、张家界市 3例、益阳市 16例、郴州
市 13 例、永州市 13 例、怀化市 15 例、
娄底市12例、湘西自治州6例。

目前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22969
人，已解除医学观察 15683 人，尚有
7286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湖南日报记者 陈奕樊

疫情当前，保障一线医务人员和工
作人员的合法权益、依法救助困难群众
是依法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2月11日，
湖南日报记者邀请省人大法制委、常委
会法工委负责人对疫情防控中的民生
关切，进行法律解读和回应。

问：疫情防控期间出现暴力伤医行
为，该如何处置？

答：对暴力伤医行为，根据刑法规
定，主要涉及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
寻衅滋事罪、侮辱罪等,每个具体罪名均
有自身的构成要件,需要根据“暴力伤
医”行为人的动机目的，行为的手段、方
式及后果等具体情节进行判断。

对疫情防控期间的“暴力伤医”行
为应依法从重处罚。近日，国家卫生健
康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和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保障医务人员
安全维护良好医疗秩序的通知》，明确
疫情防控期间涉医违法犯罪防范处置
工作要求，并提出了 7 类将予以严厉打
击的涉医违法犯罪情形，包括殴打、故
意伤害、故意杀害医务人员的；以暴力、

威胁等方法非法限制医务人员的人身
自由，或者公然侮辱、恐吓、诽谤医务人
员的；对医务人员实施撕扯防护用具、
吐口水等行为，可能导致医务人员感染
新型冠状病毒的；以暴力、威胁等方法
拒不接受医疗卫生机构的检疫、隔离、
治疗措施，或者阻碍医疗卫生机构依法
处置传染病患者尸体的；强拿硬要或者
故意损毁、占用医疗卫生机构的财物，
或者在医疗卫生机构起哄闹事、违规停
放尸体、私设灵堂，造成秩序混乱、影响
疫情防控工作正常进行的；非法携带枪
支、弹药、管制器具或者爆炸性、放射
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进入医疗卫生
机构的；其他侵犯医务人员安全、扰乱
医疗秩序的情形。《通知》要求，对上述
情形中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加快
审理进度，在全面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
上正确适用法律、准确定罪量刑。对犯
罪动机卑劣、情节恶劣、手段残忍、主观
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或者所犯罪行
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社会影响恶劣的被
告人，予以从严惩处，符合判处重刑至
死刑条件的，坚决依法判处。

问：疫情防控期间，对医护及相关
工作人员工伤认定有何规定？

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因履行工作职责
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护及相关
工作人员有关保障问题的通知》规定：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和救治工作
中，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因履行工作职
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或因感染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的，应认定为工
伤，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问：疫情防控期间，亲人被隔离后，
无生活能力的未成年人及生活出现严
重困难的家庭如何获得救助？

答：由监护或临时监护人代为监
护，必要时，国家给予临时救助。根据未
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六条、民法总则第三
十一条、国务院《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
四十七条的规定，父母因外出务工或者
其他原因不能履行对未成年人监护职
责的，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
人代为监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
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处于无人保
护状态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
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定的有关组
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国家
对因火灾、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家庭
成员突发重大疾病等原因，导致基本生

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或者因生
活必需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
力，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以及遭遇其他特殊
困难的家庭，给予临时救助。

问：因疫情防控导致合同不能履行
如何处理？

答：当前发生的疫情属于法律意义
上的不可抗力。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
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
的规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
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一
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
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
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
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
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问：疫情防控可否引起诉讼时效中
止？

答：可以。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十三
条规定，因采取突发事件应对措施，诉
讼、行政复议、仲裁活动不能正常进行
的，适用有关时效中止和程序中止的规
定，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法战“疫”，关怀同行
——省人大法制委回应疫情防控中的民生关切

湖南新增33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报告912例，出院病例213例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
（记者 余蓉）湖南省教
育厅今天下发通知，全
省各级各类学校春季开
学时间不早于 3 月 2 日。
具体开学时间，将视疫
情防控情况，经科学评
估后确定，届时提前向
社会公布。

省教育厅要求，各级
各高校要按照《关于做好
2020年春季学期延迟开
学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
神切实做好相关工作。在
正式开学前，各级各类学
校要严格执行教育部“未
经学校批准学生一律不
准返校，校外无关人员一
律不准进校门，师生进入
校门一律核验身份和检
测体温，对发烧咳嗽者一
律实行医学隔离观察，不
服从管理者一律严肃处
理”的要求。严禁各级各
类学校在开学前组织线
下教学等聚集性活动，严
禁各类培训机构在开学
前开展线下培训活动，切
实做到“严防扩散，严防
暴发，确保一方净土、确
保生命安全”。

▲ ▲（上接1版①）
习近平指出，我们秉持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
责。中方将继续本着公开、透明态度，同
包括印尼在内的各国加强防控合作，维
护地区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我们也将

继续像对待本国公民一样，照顾好印尼
和其他国家在华人员。

习近平强调，患难见真情。疫情发
生以来，包括印尼在内的周边国家给予
我们各方面宝贵支持，体现了邻里之间
的同甘共苦、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我们
希望地区国家在合理防控的同时努力

维护双边交往合作，这符合双方和本地
区各国共同利益。

佐科代表印尼政府和人民向中国政
府和人民遭遇新冠肺炎疫情表示慰问。
佐科表示，值此中国抗击疫情的困难时
刻，印尼作为中国的真诚伙伴，将始终坚
定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同中国人民共

同努力尽快战胜疫情。印尼已向中方提
供了一批医疗防护用品，如果中方有需
要，印尼已经准备好向中国继续提供必
要协助。印尼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推
进共建“一带一路”。相信经过这次疫情
的考验，印尼同中国的友谊将进一步加
深，两国关系将更上一层楼。

▲ ▲（上接1版②）
扛起责任，把初心写在疫情

防控第一线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调研指导
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要以疫情防控工
作成效来检验和拓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发挥基层党组织
政治引领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连日来，我省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奋战在一线，防控在最前沿，社
区小巷、园区、厂区都留下了他们忙碌
的身影。

一个党组织就是一个战斗堡垒。在
疫情面前，湘潭市岳塘区组建了10个临
时党组织、99 支党员先锋队，设立 411
个党员责任区、415个党员示范岗。党员
们深入社区小巷，测温排查，发放资料，
上门服务。

长沙市雨花区砂子塘街道充分发
挥62个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将党
政领导、机关干部、党员骨干等力量充
实到辖区 45 个网格，利用网格基础数
据，融合社区党员志愿者，逐栋逐户进
行疫情摸排和宣传，精准开展疫情群防
群控工作。

在疫情防控最困难的岗位、最危险
的地方，党员始终走在前列、站在前沿。

“党员是群众的标杆，党组织书记
是党员的标杆，这个时候我不能退缩！”
长沙市开福区留芳岭社区是湘雅医院

所在地，辖区内酒店多、家庭旅馆多、流
动人口多、餐饮门店多，疫情防控的风
险远大于其他社区。疫情防控启动以
来，社区党委书记邹绮玥挺着 8 个月身
孕忙上忙下，跟时间赛跑。社区工友心
疼她，劝她回去，她却说要让宝宝感受
到妈妈是一个勇敢的人！

“这个时候，只能对不起父母了！”
蓝山县塔峰镇龙泉社区党支部书记、居
委会主任李才明和妻子同时坚守在疫
情防控一线，家中老母患病在床，夫妻
俩只能愧疚地让80多岁的老父亲照顾。

2月6日，山河智能迎来春节后第一
个上班日。为了顺利复工，山河智能不仅
通过遍布全球的营销渠道，紧急采购5万
多个口罩和医用手套，公司党员先锋队
也提前上岗，对公司进行全方位无死角
多频次消毒杀菌，确保员工安全复工。

“我是党员，我上！”得知我省唯一一
家红外额温枪生产企业可孚医疗满负荷
运转，仍缺人手时，长沙雨花经开区 30
多名党员干部主动报名入驻企业，义务
在生产一线充当折叠医用药盒等工艺流
程的操作工。该园区会同街道共派出800
余名党员志愿者进企业、社区、门店、主
次干道，全身心投入群防群控第一线。

各方参与，打好疫情防控的
人民战争

对各大园区、公司来说，做好安

全防疫和员工防护，企业是主体。
我省的很多园区、厂区，企业在安

全防护、工作方式、用餐安排等方面，都
采取了符合防疫要求的新办法。

各大企业在复工复产时，都严格落
实员工筛查、健康监测、区域消毒、口罩
发放等防疫措施，确保生产安全、人员
安全。华菱衡钢想方设法采购到 6 万余
只口罩、600 公斤酒精、200 瓶 84 消毒
液，为员工筑牢“防护墙”。山河智能采
取分散就餐，食堂将餐食“打包”成千余
份盒饭，各部门分批派代表领取。

“现在，大家都习惯了每天4次测温
检查，每隔两小时在厂区和办公区域喷
洒消毒，所有工人戴口罩、工位之间保
持 1 米以上间距。”2 月 10 日，在中国动
力谷自主创新园，株洲卓尔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龙伟介绍。目前，该园区有
60多家企业开复工。

“我们吃饭，都吃出‘高考范’，为这
种方法点赞！”骏越塑胶科技公司食堂，
以往摆放的4人桌，现在每张桌子只坐1
人，大家都朝着一个方向，避免面对面
造成交叉感染。

而对于星罗棋布的社区和商场、公
共场所、交通站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来
说，必须充分发挥广大志愿者的作用。

津市 13200 名身着“红马甲”的志
愿者，用一颗跃动的爱心，为 28 万多名
市民撑起“防护伞”。他们为小区群众当
起心理疏导员、物资代购员、垃圾清运

员、防控宣传员、疫情联络员、网格协调
员、隔离保障员等。小区居民说：“看见
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心里就暖烘烘的。”

社区“一老一小”等困难群众，是疫
情防控的重点。疫情发生以来，湘潭市
各社工机构、社工站闻令而动，积极加
入服务团队。社工们上门为独居老人、
特困家庭送防疫物资；协助民政部门对
疫区往返人员进行电话回访；为有需要
的人员提供心理疏导、危机干预等服
务。据统计，湘潭市已有15家社工机构、
70个街道社工站、近200名社工投入疫
情防控中，已服务居民3.4万人次。

连日来，长沙市岳麓蓝天救援队
组织 16 人专业团队，配备 6 台专业消
毒喷雾机和 84 消毒液，分 3 人一组，
背着笨重的消毒喷雾器，细致深入地
对岳麓区社区办公场所、小区路面、
绿化带、商铺、住户前坪等公共区域
进行消毒。

父母确诊，幼子“落单”，“爱心妈
妈”隔离陪护的故事，温暖雷锋故乡。原
来，3 岁的桐桐跟着做生意的父母从温
州到望城生活。2 月初，父母均被确诊，
桐桐无人照顾。望城区妇联发出“求助
信”，不到半小时，就有 29 人接力报名。
最终，在早教机构工作的刘建华接过照
顾桐桐的“接力棒”，成为桐桐的“爱心
妈妈”。

向最艰难处准备，朝最好处努力。
目前，全省上下正按照省委的要求，社
区排查与主动防疫并重，探索创新联防
联控、群防群治新机制，筑起保护社区
居民、园区员工健康安全的坚实屏障。

战场往前推 筑牢“第一线”

2月11日，长沙新港件杂散货码头，工作人员在忙着卸货。春节期间，港口及附近锚地
停泊了70余艘船舶，将近15万吨货物待卸。从2月6日开始，新港公司在确保疫情安全和
生产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码头部分生产作业，及时组织对钢材、矿石、原材料等重点物资装
卸。目前，已吞吐货物5.7万吨。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洪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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