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件事做不好， 将影响抗疫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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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个在线平台免费开放2.4万余门在线课程

“请下车量一下体温。” 在
沪昆高速经楼收费站， 江西省樟
树 市 卫 生 院 院 长 邹 水 华 手 持
红 外 线测温仪 ， 在寒风中对过
往车辆的车内人员， 逐个进行体
温测量。

“苦点累点没关系， 大家有
个健康年， 就是我们的幸福年！”
邹水华说， 他们轮流值班值守，
严格登记入境车辆人员信息， 为
每一位司乘人员测量体温， 只为
守好交通路口的 “铁闸门”。

为确保不漏一车一人， 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 执勤人员在寒风
中通宵达旦地坚守收费站出口。
邹水华说 ， 这些天吃了太多盒
饭， 疫情结束后最想做的事情就
是吃一顿热腾腾的火锅。

像他这样坚守岗位的普通职
工并不少。 据了解， 樟树市在火
车站、 汽车站、 高速公路出口 、
省国道等进入樟树的重要路段设
立15个大卡点， 各乡镇 （街道）
则按照属地原则设立1583个小卡
点， 进行拉网式排查。

疫情防控期间， 公交地铁乘
客少了许多， 但通往医院的线路
却越发显得重要。

今年53岁的李寿帆是南昌公
交运输集团一公司四车队的一名
驾驶员 ， 由乘客满意度评出的
“五星驾驶员” 称号一直是他的
骄傲。 李寿帆驾驶的公交线路正
好经过南大一附院， 是防疫期间

人流量最大的线路之一。 但他主
动申请继续坚守一线， 把一车车
乘客安全送达。

“虽然我不是医生， 但也能
为疫情防控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 李寿帆说， 特殊时期去往
医 院 的 人 多 ， 安 全 接 送 乘 客
是 他 的工作 ， 坚守岗位更是一
份责任。

“爸爸， 你们什么时候来接
我呀？” 看着微信里孩子发来的
视频， 江西省吉水县公安局刑警
大队民警叶力云眼眶有些湿润。

“孩子已经十多天没有见到
我们了， 我也十多天没见到我爱
人了。” 叶力云告诉记者， 他的
妻子杨慧萍是吉安市第一人民医
院医生。 两人都是在抗 “疫” 一
线的人员， 把孩子送到乡下父母
处后， 就马上奔赴各自的工作岗
位上了。

医生妻子杨慧萍每天接待发
热病人， 量体温、 抽血样、 测样
本， 厚重的防护服一穿一天； 民
警丈夫叶力云除了日常接处警，
还要去现场做勘察、 做记录。 夫
妻俩只能在忙完一天工作后， 发
送一句 “我很好， 照顾好自己”
的微信给对方。

立春了， 春意渐浓， 寒气也
在逐渐散去。 叶力云夫妻和孩子
约好， 这场仗打赢后， 全家人一
起去踏青。

据新华社

“我们坚守岗位，请大家放心！”

2月5日， 在浙大一院之江院区， 一名康复出院患者 （左） 向医护
人员喊话致谢。 当日， 在浙江省级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定点
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之江院区， 经过医院系统治
疗， 首批7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治愈出院。 据介绍， 目前
在浙大一院的7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中， 年龄最大的
90岁， 最小的13岁。 其中9例危重型患者中， 6例已有明显改善， 其余
3例病情逐步稳定。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教育
部2月5日印发 《关于在疫情防控
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
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
要求高校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在
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 其中教
育部已组织22个在线课程平台，
免费开放在线课程2.4万余门。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对高校正常开学和课堂教
学造成的影响， 教育部印发 《指
导意见 》， 要求采取政府主导 、
高校主体、 社会参与的方式， 共
同实施并保障高校在疫情防控期
间的在线教学， 实现 “停课不停
教、 停课不停学”。

面向全国高校免费开放全部

优质在线课程和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资源。 截至2020年2月2日， 教
育部组织了22个在线课程平台制
定了多样化在线教学解决方案，
免费开放包括1291门国家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和401门国家虚拟仿
真实验课程在内的在线课程2.4
万余门， 覆盖了本科12个学科门
类、 专科高职18个专业大类， 供
高校选择使用。

《指导意见》 指出， 各高校
应充分利用上线的慕课和省、 校
两级优质在线课程教学资源， 在
慕课平台和实验资源平台服务支
持带动下， 依托各级各类在线课
程平台、 校内网络学习空间等，
积极开展线上授课和线上学习等

在线教学活动， 保证疫情防控期
间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

高校应立即制定疫情防控期
间 在 线 教 学 实 施 方 案 ， 提 高
教 学 效率 、 保证教学质量 、 完
成教学任务， 合理调整、 统筹安
排春季学期与秋季学期课程教学
计划， 当前暂停所有寒假社会实
践 。 引导教师开展线上教学活
动， 进行学习考核， 了解学生在
线学习情况。

《指导意见》 提出， 鼓励和
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加快研发一批
有特色、 代表性强、 数量充足的
在线试题。 发挥 “国家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 示范引领作用， 课程
负责人和团队要上线提供全程教

学服务， 带动全国慕课教师团队
开展线上教学服务。 全天候开放
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共享
平台， 免费提供2000余门虚拟仿
真实验课程资源。

教育部倡导社会力量举办的
在线课程平台免费提供优质课程
资源， 为高校制定丰富多样的在
线教学解决方案， 支持教师利用
慕课等在线教学资源自主开展在
线教学。 鼓励慕课平台开设有关
流行病学 、 传染病学的慕课专
题， 提高大学生及社会公众的科
学防控能力。

《指导意见》 要求， 高校要
将慕课教师以及承担教学任务的
所有任课教师线上教学计入教学

工作量。 引导学生在疫情防控期
间积极选修线上优质课程， 增加
学生自主学习时间。 制定在线课
程学习学分互认与转化政策， 保
障学生学业不受疫情影响。

记者了解到， 这22家在线平
台包括面向高校师生和社会开放
8000余门优质在线课程资源的爱
课程 （中国大学MOOC）； 免费
开放2350门课程让社会学习者学
习和1600门慕课免费开放给高校
的学堂在线； 免费提供3464门慕
课及国家级、 省级精品在线开放
课的学银在线、 向全国高校师生
免费提供10个语种、 12个课程方
向、 99门外语慕课的中国高校外
语慕课平台等。

近期全国口罩使用量不断攀
升。 能否安全处置废弃口罩， 关
系抗疫大局。

当前， 各地为安全处置废弃
口罩已采取哪些措施 ？ 效果如
何？ 仍存在哪些难点？ 如何改进
克服？ 新华社记者前往京、 皖、
苏、 渝等多地抗疫一线， 就此展
开调查。

立规范、 严把关、 重村镇
多地保障废弃口罩安全处置

当前各地已从多方面着手确
保城乡废弃口罩安全处置。

记者梳理发现， 已有多省市
以文件、 通知等形式， 对处置废
弃口罩进行规范。 重庆、 山东、
辽宁等地有关部门下发了规范收
集处置废弃口罩工作的通知； 南
京市制定了相关工作方案； 一些
相关企业也制定了规范， 如中国
节能下属成都公司制定发布了
《废弃口罩运输车掉入垃圾仓的
事故预案》 等、 南京江南生活垃
圾焚烧厂制定实施了 《废弃口罩
应急接收处置方案》 ……内容涉
及社区收集存储 、 机构收运处
理、 社会宣教引导等多个方面 ，
为开展处置提供了依据。

对废弃口罩处置实施全链条
卫生安全保障已成各地共识。 在
收集阶段， 各地对普通城乡居民
日常产生的废弃口罩多采取分类
专项收集。 江西南丰在全县范围
内投放了512个废弃口罩专用收
集桶， 收集后安排专人进行消毒
再统一进行无害化处理， 以避免
二次污染。 在重庆主城区， 基本
实现了居民小区废弃口罩专用垃
圾桶设置全覆盖， 还规定， 医疗
机构及周边产生的废弃口罩按医
废管理规范采用专门医废容器进
行收集。

收运阶段， 各地多采取由垃
圾清运单位与人员严格消毒、 专
车清运、 直运处理场所、 “日产
日清” 等措施。 “我们安排专人
专车沿专线对废弃口罩专用容
器、 袋内垃圾及周边进行消杀”，
南京市溧水区环卫服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杨德跃告诉记者， 之后
这些废弃口罩将由密闭清运车直
接运输至焚烧厂进行无害化焚烧
处理。

在合肥市包河区小仓房生活
固废物转运中心， 记者看到， 收
运车辆每次进站倾倒后， 都要进

行清洗、 消毒处理， 站内每日至
少消毒6次。 据重庆市环卫集团
垃圾分类工作负责人张文静介
绍， 为防止二次污染， 重庆在各
垃圾转运站为废弃口罩收运专车
设置了独立转运泊位。

“我们这个环节最重要的是
尽快将废弃口罩等垃圾焚烧掉。”
南京江南生活垃圾焚烧厂副总经
理王洪广告诉记者， 废弃口罩都
由专车运入， 直接通过机械抓取
入炉焚烧 ， 既避免混入其他垃
圾， 也尽可能避免与人接触， 尽
量降低二次污染风险。

各地对村镇区域处置工作给
予关注。 “村里一共20多个桶专门
收集口罩。 单独收集并统一存放
到废弃口罩回收处， 不和其他垃
圾混装混运。 ”北京市门头沟区王
平镇河北村村支书宗鹏介绍说。

在重庆丰都县兴龙镇， 全镇
设置有数百个专门的垃圾桶收集
废弃口罩。 该镇规环办工作人员
余国辉告诉记者， 每村都安排了
专人进行消毒和收集， 各村废弃
口罩由专车收运， 经镇垃圾中转
站交县垃圾运输公司运离。

废弃口罩安全处置
或遇三难题

多名专家和一线工作人员表
示， 接下来， 废弃口罩处置或面
临一些难题。

———返程人数加速增多挑战
“日产日清”。 据北京市交通委员
会副主任容军介绍， 目前北京还
有800多万人待回。 2月2日到2月
18日有200多万人已订票， 593万
余人潜在回京旅客将会逐步订票
回京。 张文静表示， 预计２月９日
后 ， 随着大量市民返回工作岗
位， 废弃口罩数量将明显增加 。
多名卫生专家认为， 这一压力不
容忽视。

———各地处置能力、 风险意
识水平参差不齐。 中国政法大学
应急管理法律与政策研究基地研
究员张永理认为， 安全处置废弃
口罩的能力与各地垃圾分类制度
实施水平直接相关， 一些地方由
于垃圾分类体系不健全， 导致安
全处置水平不高， 想短期补齐短
板并不容易。

张文静认为， 相较于处理能
力提升， 更大的挑战在于市民能
否自觉落实废弃口罩分类单独投
放， 这取决于市民的风险意识和

卫生素养高低。 北京某小区居民
告诉记者， 他知道用过的口罩有
风险， 但确实不知道应如何处置
“剪掉还是烧掉？” “分类的话，
是有害垃圾还是生活垃圾？”

———农村一些地区废弃口罩
处置困难较多。 住建部科学技术
委员会委员张益认为， 农村地区
处置废弃口罩存在人员分散、 容
器缺乏、 管理薄弱、 末端处理设
施不完备等隐患。 多地村镇干部
告诉记者， 农村住户分散， 专人
收集受到人力和技术的限制。 同
时由于处置能力有限， 不少村镇
很难做到 “日产日清”， 增大了
风险。

张永理提醒， 应警惕城乡接
合部地区这类外来人员流动频繁
的区域成为治理盲点。

专家：
密封丢进专用桶
分段责任要落实

近期各地返程人潮涌动， 张
益等专家建议， 要加大宣传力度
广度， 增强市民相关责任意识，
让更多市民知晓将废弃口罩放入
袋中密封后再投放到专用垃圾桶
中这一防疫知识， 还要考虑阶段
性增加专用垃圾桶数量、 环卫等
相关领域工作人员数量， 增加消
杀、 收运频次， 保障、 提升废弃
口罩安全处置能力。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
国建议分区域、 分类规范废弃口
罩投放： 医疗机构废弃口罩直接
投入医疗废物垃圾袋中， 作为医
疗废物收集处置。 普通人日常使
用过的口罩， 丢入 “其他垃圾”
桶， 严禁回收与分拣。 对于存在
发热、 咳嗽、 咳痰、 打喷嚏症状
的人， 或接触过此类人群的人，
可将废弃口罩装入密封袋或保鲜
袋后， 丢入 “其他垃圾” 桶。

对于农村地区废弃口罩处
理， 张永理等专家建议， 应尽快
投入更多关注， 注意规范流程 、
细化责任主体， 在收集、 消杀、
密封后， 运到周边有处理能力的
垃圾焚烧厂进行处理。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副主
任曹玮等表示， 为避免不法商贩
将废弃口罩收集后进行二次贩
卖， 丢弃时可以进行适当损毁，
但处理时一定要有防护， 不建议
剪碎， 防止操作不当增加感染病
毒的风险。 据新华社

康康复复出出院院

———多地城乡废弃口罩处置情况调查

———抗 “疫” 一线员工群像扫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