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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巷议 □阅尽

警惕“表格战疫”瞎折腾

责编 / 陆德洁 苏碧青 美编 / 黄文倩 校对 / 潘丽玲

“形式主义害死人 ”，人人都
骂。 但骂归骂，就像臭豆腐，有些
人就好这口 。 据新华社报道 ，大
疫当前 ，在不少地方 ，基层干部
每天要填报十几份表格 ，内容大
同小异 ，只是来自不同机关 。 为
此 ，许多基层人员变成 “表哥表
姐”，夜夜加班。

还有各种形式的 “作秀留
痕 ”、鼓劲动员 、迎检大战 ，一拨
拨轮番 “空降 ”。 说是机关下基
层 ，但合个影就走 。 苦的是基层
干部 ，全程要陪同 ，入户排查走
访只能另外设法挤时间。 当催交
表格的电话打来 ，急得 “表姐 ”都
哭了。

笔者不禁要大喝一声： 什么
时候了？还摆这些花架子！如果说
官僚作风、 形式主义平时误事遭
人恨，大疫当前，那可真是要害死
人的。近期，各地已有多名基层干
部、 医生、 警察等因劳累过度殉
职， 其中未必没有形式主义叠加
的 “稻草 ”。 而社区防控 ，彻底阻

断传染源，容不得丝毫懈怠。一旦
防线失守，后果不堪设想。

抗疫如打仗。 基层干部每天
在前线 “堵枪眼 ”，再用花里胡哨
的形式折腾基层 ，无异于助纣为
虐 。 建议抓几个这样的典型 ，以
儆效尤。

据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3
日晚应约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通
电话。

习近平指出， 总理先生是中国人
民的老朋友， 在当前中国人民奋力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 总理先
生提出同我通电话， 体现了马方对中
方的情谊和支持。 疫情难免暂时影响
中马正常人员往来， 但动摇不了两国
人民的深厚友谊。 中马双方要在携手
应对疫情挑战的同时， 持续深化两国
关系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创
造更多合作成果，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
民。

习近平强调，疫情发生以来，中国
政府高度重视， 举全国之力， 团结一

心，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
控举措，取得积极成效，病亡率保持在
较低水平，治疗方法不断突破，治愈率
持续提升。 中国政府将带领中国人民
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
施策，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我们
也一定能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保持
中国经济发展势头， 努力实现今年发
展目标任务， 同时继续朝我们的长远
目标坚定迈进。

习近平指出， 中方针对疫情采取
强有力措施， 不仅是在对本国人民健
康负责， 也是在为世界公共卫生事业
作贡献， 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
各国充分肯定。 我们将继续本着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 同国际社会加强合

作，共同战胜疫情。中方赞赏国际社会
给予我们的宝贵理解和支持， 尤其是
马来西亚等周边友好国家， 从政府到
民间都积极行动，为中方雪中送炭。这
是地区国家守望相助的生动体现。 我
们将继续本着公开、透明的态度，同包
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东盟国家加强防控
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公共卫生安全。我
们也将继续像对待本国公民一样，照
顾好马来西亚和其他外国在华人员。

马哈蒂尔表示， 马方赞赏中方为
应对疫情作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积
极进展。 东盟国家愿同中方就疫情防
控开展合作。马方相信，在习近平主席
指挥领导下， 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
疫情，中国发展一定能够恢复正常。

习近平同马来西亚总理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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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 省教育厅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印发 《延迟开学期间中小
学线上教学工作指引 》（以下简称 《指引 》），引
导全省各地在线教学工作有序、规范开展。

《指引 》明确 ，不要简单将线下课堂教学
直接搬到线上进行教学 ， 防止照搬套用正常
课堂教学方式 、时长和教学安排 ；要减少知识
单向讲授 、机械重复练习 ，尽量减少学生在网
络学习中的文字输入量 ，鼓励学生用语音 、思
维导图 、图片 、视频 、演示文稿等形式提交思
维性作业；要重视音体美劳等科目的教学等。

坚持适度教育，建议放慢进度，以课程标准
的达标为宜，严禁超进度、超要求、超标准教学，
避免偏题、难题、怪题。 对小学低年级线上学习
不作统一硬性要求，由家长和学生自愿选择；要
统筹安排好各门学科的线上课程内容， 每节网
课一般不超过 20 分钟，各学科每天的学习容量
要合适，避免各自为政增加学生负担。

线上教学原则上以原班级为单位组织上
课 ，各校各年级可统一时间统一课表 ，但不得
强行要求学生每天上网“打卡”。 （孙唯）

粪粪便便检检出出活活病病毒毒表表明明什什么么？？
粪粪口口传传播播仍仍需需进进一一步步研研究究
为为何何广广东东患患者者住住院院时时间间长长？？
病病情情复复杂杂出出院院标标准准更更谨谨慎慎

“三个战役”

降到
最低

方舱八段锦 健身又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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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好人员
返粤高峰防御战、复
工复产复学攻坚战、
支援荆州歼灭战

努力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抓好
党中央决策部署的经济社会发展各项
工作， 完成好党中央确定的各项目标
任务。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全力支
持和推动各类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加大援企稳岗力度， 采取有效措施
促进就业， 积极扩内需、 稳外需，
全 力 保 障 农 业 生 产 ， 切 实 推 动

“1+1+9”工作部署落地落实，保持
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决胜脱贫攻坚，
高质量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

广东中小学线上教学指引出炉

每节网课不超20分钟
重视音体美劳等教学

广东医疗队接管荆州最严重疫区部分院区

医护穿纸尿片鏖战隔离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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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线线党党旗旗飘飘
羊城晚报特派湖北荆州记者 温建敏
实习生 谢小婉

“病人在哪里， 我们就应该在哪
里。 ”

2 月 13 日下午， 随着南方医院三名
医生和五名护士换上厚重的防护服进入
病房，广东对口援助湖北荆州医疗队正式
接管洪湖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ICU）和
整栋感染病区。 洪湖，这个荆州疫情最严
重的县级市，成为广东医疗队在荆州最先
援助的地方。 来自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的医护人员成建制支援洪湖。

广东省援助湖北荆州新冠肺炎防控
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 南方医科大学南
方医院党委书记朱宏表示， 广东医疗队
的迫切任务之一是降低死亡率，因此，第
一项工作就是先接管收治危重症患者的
ICU 和感染病区。

据悉， 该 ICU 目前有三名危重患
者；感染病区共收治 18 名患者，基本都
是重症以上。

考虑到接下来收治患者的压力较
大，加上防护服、医用 N95 口罩较紧缺，
广东医疗队改变了隔离病区医护人员
“四小时一换”的传统做法，改为每六小
时换班，加上穿、脱防护服的时间，医疗
队成员七八个小时才能脱下严密的防护
装备。 因此， 大部分医护人员都穿着纸
尿片进入病房、鏖战疫魔。

南方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
任刘来昱是该医疗队中首批进入病区的
党员骨干之一。 在他看来：“病人病情复
杂多变，只有真正到病床边，才能第一时

间处理突发情况。 ”
“有些病人的检验结果数据很好，但

医生到病房一看，病人整个人状态很差，
这种情况就要小心。 ”接触患者后，刘来
昱还发现：“不管是死亡病例还是危重病
例，一半以上的病人有糖尿病的基础。 ”

“有些糖尿病患者平时不注意控制血糖，
就很容易引发肺脓肿、肺结核等疾病。 ”

护士长魏红云也是第一批挺进病房
的医护人员之一。她介绍，有六个病人因
呼吸困难已经上无创呼吸机进行救治。

“原来的医护人员在重症救治方面经验
不多，力量薄弱，我们过来就是要重点解
决这方面难题。 ”

驰援湖北之前， 魏红云就在医院
ICU 工作，有着丰富的重症救治经验。即
便这样， 她坦陈， 这次既要面对重症病
人， 又要穿戴多层防护装备进入隔离病
区，能不能扛得住，她心里也没底。“但
作为医护人员，只要穿上这衣服，只要进
去了，我们肯定要扛住。 ”

省委常委会暨省新冠肺炎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疫情防控要坚决打好“三个战役”
李希主持会议

新新闻闻管管家家
知今日天下

看新闻管家

江汉方舱医院内，医护人员带领患者打八段锦 羊城晚报特派武汉记者 汤铭明 摄

“双保障” 进 一 步
做 好 医 疗 物
资 和 生 活 必
需品双保障

进一步织
密织牢联防联
控和群防群控
两张网

“两张网”

把疫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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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通知，
强调要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脱贫攻坚工
作，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

通知指出，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
都是重大政治任务 ，要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
抓脱贫攻坚。 要实施分类施策，采取更有针对
性的措施 ，努力克服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 。
一要解决贫困群众外出务工难题 。 二要解决
生产发展和产品积压难题 。 三要解决扶贫项
目开工复工难题。 （新华社）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丰西西，
通讯员粤卫信报道：14日，广东省
卫健委公布最新疫情。 截至2月13
日24时， 全省累计报告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1261例。 13日当天全省
新增确诊病例20例，新增出院48
例，累计出院332例。 新增出院病
例中，3例为重型病例治愈出院，
其他为普通型或者轻型治愈出
院。 新增确诊病例中，深圳市9例、
东莞市3例、珠海市2例、广州市1
例、佛山市1例、肇庆市1例、湛江
市1例、梅州市1例、惠州市1例。
另有疑似病例17例。 有2986名密
切接触者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中，深圳
市400例、广州市328例、珠海市
91例、佛山市82例、东莞市73例、
中山市64例、惠州市56例、汕头
市25例、江门市22例、湛江市22
例、肇庆市17例、梅州市14例、阳
江市13例、茂名市13例、清远市
12例、揭阳市8例、韶关市8例、汕

尾市5例、 潮州市5例、 河源市3
例。男性621例，女性640例，年龄
介于2月龄-90岁之间。

截至2月13日24时， 在院的
927例确诊病例中，轻型76例，普
通型742例，重型72例，危重型37
例。 累计死亡2例。

广东新增确诊病例在1月31
日达到目前的第一个高峰 126
人，随后出现逐步下降的趋势。

又讯 据国家卫健委消息，2
月 13 日 0-24 时，31 个省 （自治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5090 例（湖北
新增确诊病例 4823 例，其中武汉
3910 例 ）。 现有确诊病例 55748
例 （其中重症病例 10204 例），累
计治愈出院病例 6723 例（湖北省
核 减 269 例 ）， 累计死亡病例
1380 例 （湖北省因重复统计 ,核
减 108 例 ），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63851 例（湖北省核减 1043 例 ），
现有疑似病例 10109 例。

今天
消息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坚持如期全面完成
脱贫攻坚任务不动摇

广东新增确诊病例呈下降趋势
13 日新增确诊 20 例 出院 48 例

临时征用疫情防控所需房屋、设备合法吗？

广州市人大释疑：符合上位法

防控责任落实不力

海珠8名党员干部被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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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冷空气明晚影响广州
气温剧降！ 需防范强雷雨和瞬时大风

2 月 12 日 ， 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
会 （CTBUH）公布 2020 年全球奖之十年奖获
奖项目 ， 跻身全球十大建筑之列的广州地
标———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广州 “西塔 ”）入
选。 同时入选的还包括迪拜哈利法塔、香港环
球贸易广场等著名建筑 。 十年奖旨在表彰已
经完成并投入运营的建筑 ，广州 “西塔 ”开业
至今运营良好 ，建成以来展现突出价值 ，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相得益彰。（赵燕华 吴海莹）

2020 年全球奖揭晓

广州“西塔”荣获十年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