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12日， 在西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 主治医生花德米为出院
患者送上鲜花。 当日， 西藏自治区唯一新冠肺炎患者在入院治疗18天
后， 体温恢复正常， 呼吸道症状明显好转， 肺部炎症明显吸收， 两次
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达到治愈出院标准正式出院。

新华社发

西藏唯一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

鼓励学生锻炼身体 开展课外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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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停课不停学”要避免“一刀切”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停

课不停学 ” 要避免 “一刀切 ”。
教育部、 工信部2月12日印发通
知， 对 “停课不停学” 工作提出
明确意见， 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
台自2月17日起开通。

教育部此前表示， “停课不
停学” 不是指单纯意义上的网上
上课 ， 也不只是学校课程的学
习， 而是广义的学习， 只要有助
于学生成长进步的内容和方式都
是可以的。 要坚持国家课程学习
与疫情防控知识学习相结合， 特
别注重疫情防护知识普及， 加强
生命教育、 公共安全教育和心理

健康教育； 认真学习防疫阻击战
中涌现的先进事迹， 也可以多读
一些经典名著名篇。

开展 “停课不停学”、 做好
网上教学工作， 没有必要普遍要
求教师去录播课程， 这种现象必
须予以制止 。 要充分利用好国
家、 地方、 学校现有的优质网络
课 程 资 源 ， 确 有 需 要 的 可 由
教 育 部门统筹组织少数优秀骨
干教师适当新录一些网络课程，
作为必要补充。 不得强行要求学
生每天上网 “打卡”、 上传学习
视频等， 防止增加学生不必要的
负担， 同时严禁幼儿园开展网上

教学活动。
《通知》 提出， “停课不停

学” 要避免 “一刀切”， 鼓励学
生锻炼身体 、 开展课外阅读 。
对上网学习的要求， 可借鉴一些
地 方 好 的 做 法 ， 对 小 学 低 年
级上网学习不作统一硬性要求，
由家长和学生自愿选择， 对其他
学 段 学 生 作 出 限 时 限 量 的 具
体 规 定 ， 避免学生网上学习时
间过长。

《通知》 强调， 要做好开学
后教学与居家学习的衔接， 防止
以居家学习完全代替学校课堂教
学， 正式开学后要对学生居家学

习情况进行摸底， 对学习质量进
行诊断评估， 有针对性地制订教
学计划。 对已经居家在网上学习
过的课程， 有重点地对已学内容
进行讲解和复习， 确保每名学生
较好地掌握已学知识内容， 然后
再进行新的课程教学； 对小学低
年级没有参加网上课程学习的，
要从头开始教学。

为支持各地做好 “停课不停
学” 工作， 帮助学生居家学习，
教育部整合国家、 有关省市和学
校优质教学资源， 在延期开学期
间开通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和
中国教育电视台空中课堂， 免费

供各地自主选择使用。 平台资源
包括防疫知识、 红色教育资源、
专题教育资源， 以及从小学至普
通高中的主要学科课程资源， 时
间一般在20分钟左右。 国家中小
学 网 络 云 平 台 （网 址 ： ykt.e鄄
duyun.cn） 自2月17日起开通。

同时， 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
道通过直播卫星户户通平台向全
国用户传输有关课程， 覆盖偏远
农村网络信号弱或有线电视未通
达地区。 为丰富学习资源， 相关
部委还组织部分省级教育部门及
中小学免费向全国开放网络学习
平台或网校。

新华社电 记者11日晚从武
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获
悉， 截至10日中午， 武汉市所有
1499名重症确诊患者全部入院。

目前， 全市所有定点医疗机
构床位为9500余张， 火神山、 雷
神山医院共有床位2600张， 这些
床位将全部用于收治重症和危重
症患者。 为安置好重症患者， 在
前期28家定点医院的基础上， 武
汉市将继续开展第四批、 第五批
定点医院征用工作者。

收治轻症确诊患者方面， 武
汉已投入使用的三家方舱医院共
有床位4250张。 同时正在将湖北
省委党校新校区、 4所武汉市属
高校改造为新的医疗点， 将增加

5400张床位。 这些都将用于收治
确诊的轻症患者。

对疑似病例的排查， 武汉市
按照市区联动、 属地管理原则，
排查重点是对一次核酸检测阴性
和没有检测过病毒核酸的疑似病
例， 立即安排核酸检测， 进一步
明确转归。

数据表明， 最近武汉新增疑
似病例由2月5日高峰日的2071
例，波动下降至2月10日的961例。
指挥部相关负责人分析， 这说明
疑似病人存量正加速分流和消
化，这既为病人接受规范化治疗、
减少重症和危重症的发生赢得了
时间， 也为后续可能发生的疑似
病人腾出了检测等方面的资源。

新华社电 海关总署12日发
布数据， 1月24日 （除夕） 至2月
11日， 全国海关共验放进口疫情
防控物资 8.7亿件 ， 价值 28.4亿
元。 其中， 口罩7.3亿只。

数据显示， 8.7亿件物资中，
防护用品共8.51亿件， 主要包括
口罩7.3亿只 、 防护服741万件 、
护目镜154万副； 消毒物品153万
件； 药品222万件； 医疗器械134
万件， 其中， 红外测温仪17.5万
件； 其他防控物资1426万件。

值得一提的是 ， 这批物资
中， 捐赠物资共计1.47亿件， 价
值5.05亿元， 包括口罩1.08亿只、
防护服239万件、 护目镜65万副。

海关总署近期多次发出通
知， 要求对于进口疫情防控物资
实施快速通关。 对专门用于疫情
防控治疗的进口药品、 医疗器械
等，包括通过各类运输方式进口、
旅客携带和通过邮寄快递方式进
境的疫情防控物资， 做到即到即
提，以最短的时间投入疫情防控。

我国除夕以来进口7.3亿只口罩

武汉重症确诊患者全部入院治疗

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仍然严
峻。 中央强调， 在疫情防控工作
中， 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 官僚
主义， 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
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

记者调查发现， 重复繁重的
填表任务、 空洞鼓劲的动员会、
停不下来的 “迎检大战”、 作秀
留痕晒表扬……这些重在刷存在
感的行为， 消耗了基层干部大量
时间、 精力， 耽误落实迫在眉睫
的抗疫工作， 引发群众不满。

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令
基层不堪重负

———“表格抗疫”。 北京、 江
苏、 广东等多地基层干部向记者
反映， 防疫期间一天要填报十几
份表格， 这些表格由不同部门下
发， 内容基本相同， 只是格式、
体例稍有差异。

“上级很多部门下发的表
格 、 各级防疫小组的表格都要
填， 内容基本相同， 就是重复填
写。” 广东省清远市一位村支书
告诉记者， 防疫工作开展以来，
被各类表格弄得焦头烂额， 而且
有些表格内容已超出了工作能力
范围。 例如， 一项针对外来人口
的检查项目， 要求录入外来人员
咽痛、 全身乏力、 眼结膜充血等
情况， “村干部量量体温还行，
乏力、 干咳这些临床症状需要专
业医生来判断， 我们怎么懂啊？”

———“迎检大战”。 “来了一
拨又一拨检查的， 就没看到一瓶
消毒水、 一只口罩发下来。” 江
苏省泰州市一街道办工作人员反
映， 这几天他为了应对上级各类
检查忙得团团转， 有时一天要来
好几拨。 每来一拨， 街道、 社区
就要安排多人陪同。 “这些检查
很多都流于形式， 解决不了实际
问题， 简直是 ‘迎检大战’。”

———鼓劲式会议。 一位医生
在朋友圈吐槽， 武汉一家医院急
诊科主任在一个开会现场愤然离
席， 原因是各级领导到医院开了
三拨会， 每次都长篇大论读最新
文件、 政策， 为医护人员加油鼓
劲， 花去大约3小时。 急诊科主
任不得不带走医生： 我们是继续
抢救病人还是继续和你们开会？

某高校要求中层干部到学校
开会， 数百人聚集在会议室， 参
加校领导召开的传达政策、 动员
鼓劲视频会。 不少教师抱怨， 相
关信息完全可以通过微信和视频

传递， 毫无必要让大家聚在一起
开会， 徒增风险。

———作秀留痕。 江苏泰州市
一名基层干部说， 抗疫工作还在
紧急关头， 有些干部仍不忘晒工
作照留痕。比如，街道成立临时党
支部， 这本是加强抗疫领导工作的
需要， 但有的领导热衷的却是组
织集中宣誓、拍照，基层不得不紧
急安排场地、横幅、屏幕等。

需专门抽调人员做 “表
哥” “表姐”， 影响抗疫工
作实效

多地基层干部反映， 各种形
式主义消耗了本就紧张的人力、
物力，对抗疫工作造成明显干扰。

在武汉市主城区的一个新冠
肺炎防控指挥部，9日凌晨两点，
记者看到工作人员还在填写各种
表格。一位工作人员反映，防疫表
格的内容越来越多， 各层各级数据
统计量非常大， 非常浪费时间。
“我们指挥部办公室一半的人晚
上都在填表，8个人从早填到晚，
街道的工作人员接到我们电话都
哭了。”

湖南省长沙市某社区一共12
名工作人员， 要服务近万名常住
居民和流动人口， 每天要承担防
控宣传、辖区巡查、送医协调、消
毒、居民劝导、物资发放等大量工
作，人手非常紧张，还不得不抽出
两个人做“表哥”“表姐”，专门承
担数据收集、登记造表、上报信息
等任务。 社区主任抱怨：“人手这
么紧张， 却要花费很多时间重复
填表报资料， 这是对基层防控力
量的严重浪费。”

形式主义还影响了防疫工作
的实效。 江苏泰州一名乡镇干部
介绍， 上级频频督查检查， 但检
查只是到值守点检查人员是否在
岗。 乡镇本就人手紧张， 还要专
门安排人员值守应对督查， 导致
人手更加紧张，一些摸排、巡查、
消毒的工作无奈只好草草了事。

形式主义引发防控一线干部
和群众的不满。 广东省清远市一
村支书说： “大家本来就精神紧
张、 劳累， 平白还增加了很多无
用工作， 累心。”

严肃问责 ， 提高治理
能力

当前， 一些地方开始采取措
施 ， 整治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
义、 官僚主义。 2月6日， 湖北省

纪委机关 、 省委组织部发出通
知， 对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形式主
义、 官僚主义问题依规依纪依法
从重从快查处； 黑龙江省纪委监
委要求， 坚决纠治疫情防控过分
注重填表格、 要数据、 报材料，
增加基层负担等形式主义、 官僚
主义行为。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纪委监委12日通报了4起在疫
情防控中履职不力典型案例， 8
名乡镇主职干部因形式主义、 官
僚主义等被问责， 其中2名党委
书记被免职。

据福建省纪委监委日前通
报， 省纪检监察机关严肃追责问
责疫情防控工作不力问题， 共查
处100起、处理170人，其中给予党
纪政务处分12人。通报指出，在查
处的问题中，有的工作不实、失职
失责，有的麻痹大意、疏于管理，
有的推诿卸责、履职不力，是典型
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不少专家提出， 重点还要解
决防疫工作中多部门缺乏协调问
题 。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 研
究 中 心 研 究 员 吕 德 文 认 为 ，
“表格抗疫 ” 的问题 ， 直接原
因 是 指 挥 协 调 系 统 不 完 整 不
科 学 ， 各 个 部 门 之 间 没 有 形
成一个专门的信息统筹机制 ，
应明确专门部门收集信息， 从
机制上避免各部门、 各条线向基
层派任务和要表格。

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
任庄德水表示， 确有必要的数据
统计， 应归口统一的部门一次收
集， 不能多头要数据， 增加基层
负担。 可通过大数据统计、 在线
填报等新办法有效减轻基层负
担。 他表示， 去年以来基层减负
效果明显， 但基层治理体系和部
分干部的思想观念仍没有根本性
转变， 很多人还是习惯用文山会
海、 上报数据的方式开展工作。
抗击疫情需要务实的态度， 也需
要现代化的管理方式， 并运用高
科技的手段。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1日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 要在地
方联防联控机制协调下， 统筹管
理， 一定要减少重复报表、 重复
报数。 不要把基层有没有发文、
有没有记录作为检查督导的标
准 ， 要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
担， 使他们真正全身心投入到疫
情防控工作中。

据新华社

表格任务重如山、 聚集动员喊口号、 作秀留痕走过场……

揭一揭抗疫中的“形式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