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防控工作关乎每个
人的生命健康， 需要每个人
都付诸行动， 做出共同努力。
部署、 措施不能停留在文件
中， 口头上， 必须每个人身
体力行， 落到实处。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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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垃圾分类离不开全程精准监管

防控阻击疫情需要每个人都付出真诚努力

防控疫情需要
善用科技力量

■今日观点

人们要警惕
借“疫”诈骗

□张刃

■世象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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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每日图评
口罩应成
春运返程标配

疫情期间可推广“废弃口罩回收箱”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来势汹汹， 每天不断刷新的感染
数字，铺天盖地的各种信息，牵动
着每一个人的神经。 从中央到地
方，从党政到工会，都已经充分动
员起来， 组织各方面力量投入了
疫情防控阻击战， 这场战斗虽无
炮火硝烟，却也“惊心动魄”。

眼下， 专家预测的人群感染
潜伏期进入关键节点， 而已经延

期的春节休假结束， 各地复工在
即， 疫情的发展与大规模的人员
密集流动交织， 给防控工作带来
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成为检验防
控工作部署、采取措施、执行力度
的关键时期。

疫情防控工作关乎每个人的
生命健康， 需要每个人都付诸行
动，做出共同努力。 部署、措施不
能停留在文件中，口头上，必须每
个人身体力行，落到实处。

疫情防控工作又是一项庞
大 、复杂的 “系统工程 ”，各个步
骤、环节、岗位有不同的任务和责
任，需要不同的人执行、落实。

节后恢复工作的职工， 如果
来自疫区， 勿忘自觉遵守隔离观
察的要求； 回到工作岗位的， 勿
忘按照防控要求保持防控操作。

这是对他人负责， 也是对自己负
责。 承担生产、 供应防控所需医
药用品、 相关物资的企业职工，
既要努力完成任务， 又要保护好
自己， 担子更重， 需要更多一点
的关爱， 也应该成为当前工会工
作的重点之一。

我们要特别向冒着生命危险
战斗在防控阻击战一线的医务人
员致敬！ 你们是这场“战役”的前
锋， 你们的付出决定着此战的成
败， 全社会都应该给予特别的敬
重、保护和关爱。 工会作为“娘家
人”，除了对他们本人给予帮助之
外， 对他们家人提供必要的照护
也是一种安慰和支持。

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 延缓
复工在家休息的职工， 同样负有
一份责任。 网上有段子说，“老老

实实宅着就是对社会的贡献。 ”虽
然是调侃，却也是实情。新冠病毒
传播离不开人做宿主， 为此而居
家就是减少一分传播的可能。 居
家不忘调适身体、心理，也是为复
工做一番“功课”。

还有， 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
题是， 如何理性看待和辨析海量
信息。

网络时代信息量暴增， 加之
自媒体的普及，难免泥沙俱下，鱼
龙混杂，同一件事多种说法，常常
令人无所适从。 面对来势凶猛的
疫情， 人们急于了解更多的相关
信息，学习更多的防控知识，而各
种信息相互矛盾，或者危言耸听，
又使人徒增焦虑、恐慌情绪。某些
“偏方”通过网络广为流传，引得
某些张皇失措者信以为真， 趋之

若鹜。 前两天“双黄连治病毒”的
传闻不就诱发抢购， 甚至脱销了
吗？ 结果却证实为非权威结论。

面对人类未知、 存在很大不
确定性的病毒，民间有传言，公众
有恐慌， 都可以理解为人的正常
应激反应。 但是，从传言到谣言，
从恐慌到愚昧，性质就变了，变成
了人为灾害。 非理性传闻的蔓延
也是一种“疫情”，而且由于传播
技术的进步产生扩大效应， 不及
时制止就会影响大局。

网络是个好东西， 也是一把
双刃剑，要相信权威发布，理性看
待、辨析海量信息，不要因为自己
的轻信和转发扩大愚昧。 防控疫
情离不开科学， 而科学与愚昧尖
锐对立。我们要抗击病毒，同时也
要战胜愚昧。

作为全国首批46个垃圾分类
试点城市之一， 宁波自2013年启
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来， 目前
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已基本实
现全覆盖， 市民知晓率从35.7%
提高至93.7%。 城区生活垃圾分
类整体工作在全国46个重点城市
中名列前三， 在2018年度浙江省
考 核 中 排 名 第 一 。 （ 2月 2日
《北京日报》）

垃圾分类是一项多方联动、
环环相扣、 循序渐进的工作， 不
可能一蹴而就 ， 也不会一劳永
逸 。 要构建分类投放 、 分类收
集、 分类运输、 分类处理， 各单
位多方联动、 环环相扣的全过程

垃圾处理机制， 垃圾分类各环节
要 “看得见、 摸得着”， 从前端
的分类收集到中端的分类运输、
后端的分类处理， 形成一条完整
的链条。 同时， 政府应出台鼓励
性政策和制定垃圾分类的规则，
利用增加补贴、 以奖代补等方式
激发垃圾分类企业活力， 让专业
的人做专业的事， 花最少的钱达
到最佳的效果。

垃圾分类是生活新时尚， 其
意义在于绿色低碳、 环保生态。
垃圾分类涉及人们生活习惯的改
变， 考验城乡精细化管理水平，
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如在宁波
全市的居民小区， 都铺设了 “搭

把手” 智能回收站。 这个项目从
2018年启动， 目前， 已铺设了超
2000多个垃圾分类智能回收站，
平台居民注册人数超36万， 用户
投放近300万人次。 推进垃圾分
类工作要前端、 后端一起抓。 前
端要通过立法来明确责任， 达到
人人有责， 后端要尽快建设完善
的分类处理设施， 每个环节都不
能松懈。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垃
圾分类需要高度重视 、 持之以
恒、 久久为功， 既要破解源头分
类难 ， 又要解决后续环节 “梗
阻”， 同时要充分调动社会各方
积极参与， 才能让垃圾分类真正
落地见效。 □吴学安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发生后，口罩使用量剧增，使用
过的口罩如何处理， 成为大家关
心的话题。在湖南张家界，武陵源
锣鼓塔街道向全体居民发出 “文
明口罩”倡议书，并在辖区内设置
了12个“废弃口罩回收箱 ”，号召
居民将使用过的口罩投入回收
箱， 回收现场还可以免费领取一
副新口罩。 （1月30日 央视网）

梳理媒体报道就会发现，不
只是湖南张家界，在河南郑州、重
庆等地，同样出现了“废弃口罩回
收箱”。在疫情形势如此严峻的当
下，“废弃口罩回收箱” 可谓办到

了点上。最为基本的，可以避免废
弃口罩所带来的二次污染。毕竟，
废弃口罩使用后会存在病菌滋
生， 而处置不当难免会给他人带
来感染危险， 尤其在疫区妥善废
弃口罩更突显重要。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废弃口
罩也极容易被黑心商家盯上。 此
前就有媒体报道， 有人在街头捡
拾废弃口罩的图片引发市民担
忧。 也就不难想象， 黑心商户回
收废弃口罩再次售卖其危害性更
大。 于此， 更须对废弃口罩进行
科学化处置。 而 “废弃口罩回收
箱”， 无疑可以有效杜绝废弃口

罩再次流入市场。
在疫情面前， 口罩已成为当

下第一必需品， 无论是戴口罩还
是废弃口罩的处置 ， 均是对自
己、 对他人、 对社会负责任。 更
为期待的是 “废弃口罩回收箱”

多起来 ， 并加强相关知识的普
及， 以提升群众疫情防控的意识
与能力。 毕竟， 面对疫情绝不能
大意， 所需要的正是将各项防范
措施做到位。

□杨李喆

1月30日下午， 中国民航
局飞行标准司司长朱涛表示，
在疫情防控期间， 我们进一步
要求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 增
加消毒频次， 最大限度减少疫
情传播的可能性。 飞机上， 配
备了应急设备， 同时， 我们还
加强了客舱乘务员的培训。 另
外， 民航各机场加强了通风和
消毒， 紧密配合地方政府做好
旅客体温检测要求。 “我们也
呼吁广大旅客乘坐飞机时佩戴
好口罩， 保护好自己， 是对社
会最大的负责 。” （1月30日
中新网）

要打赢春运返程这场疫情
防控攻坚战，不光需要民航、铁
路、 公路客运这些公共交通部
门和客运企业强化监管及主体
责任，严密、全方位、不留死角
的做好场站和飞机、 车辆内外
的消毒、通风、检验、提示等防
控工作，“宁费十遍功、 不偷一
回懒”，认认真真做好每一道工
序， 确保给广大旅客提供一个
卫生、安全、放心的候车（机）和
乘车（机）环境。 还需要南来北
往的旅客自己对自己， 当然也
是对他人负责 ，不带 “毒 ”出
行 、乘车 （机 ），不破坏卫生环
境，特别是要戴好口罩，做足防
控措施，不感染病毒，也不传染
他人。

这一点非常重要。 对于一
种人传人的疫情， 特别是容易
通过飞沫传播的凶险疫情，戴
不戴口罩， 关系重大。 虽说戴
口罩不可能一劳永逸， 但不戴
口罩绝对好比是在疫情肆虐时
“裸奔”， 那不仅是对自己和家
人不负责任，也是对他人健康、
公共卫生和疫情防控不负责
任。 尤其是在人山人海的春运
返程高峰期间， 在人员密集的
公共交通场站和工具内， 如果
很多人仍然不戴口罩， 那不就
成了典型的“人在险途”吗？

这种状况绝对不允许出
现， 绝不能让人命关天的疫情
防控决战在春运返程期间功亏
一篑或出现反复。

疫情凶猛， 防控不易， 绝
对不能让整场防控阻击战输在
春运返程这个后半场， 输给一
个小口罩。 □徐建辉

江 德 斌 ： 近 日 ， 一 款
“2019-nCoV新型肺炎确诊患者
相同行程查询工具 ” 在网上走
红。 这个小程序是纯公益性质的
小程序， 制作之初只是想让大家
方便查询 ， 却没有想到有超过
3000万人次在使用。 面对疫情快
速蔓延的严峻形势， 各地防控疫
情的任务很重， 除了传统的防控
措施外， 也在与时俱进， 引入更
多科技力量 ， 根据防控现实需
求， 鼓励开发更多应用工具， 辅
助防控疫情。

李雪：1月28日， 福州车站派
出所民警接到报警， 陈先生被以
“新型冠状病毒特效药” 为名，在
福州车站广场被邱某骗走了9000
元。 事后察觉被骗，联系邱某，对
方巳经关机，于是报案。民警发现
陈先生所购得的所谓 “新型冠状
病毒特效药”，用一个透明塑料袋
装着，呈绿色，共计42颗，成分不
明。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 让社会各界都团结
一心、众志成城，但也不排除一些
不法分子及黑心商家会趁机作
乱，所以对此绝不能大意。

掩体 宅家打靶 □漫画绘制 徐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