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复工复产的不断推进，
劳动者工资、 补贴发放标准日益
受到关注。近日，北京市昌平区人
民法院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
工资、 补贴发放标准事项作出解

读， 提醒用工单位应严格按照法
律法规及疫情期间新出台的相关
政策履行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相
关义务。 （3月22日 《法制日报》）

疫情之下， 劳动者与用人单
位， 可谓各有难处。 但是， 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不容侵犯， 一则工
资是劳动者养家糊口的资本； 二
则这也影响着劳动关系的稳定，
以及复工复产的顺利进行。 在此
情形下， 工资可否降低或延期发
放， 劳动者居家办公的如何发放
工资等这些问题， 不仅需要认真
对待， 而且也需要法律的进一步
护佑。

具体来看， 以劳动者因疫情
原因无法按时返岗， 亦无法居家
办公为例， 根据法院解读， 劳动

者因疫情原因无法按时返岗， 用
人单位应优先安排带薪年休假等
各类假期， 用人单位安排年休假
工资标准支付工资。 还如， 对于
执行工作任务的出差劳动者， 因
疫情未能及时返岗期间的工资待
遇由用人单位按正常工作期间工
资支付等等。

保障疫情下的劳动者工资权
益， 关键是用工单位增强法律意
识，切实尊重劳动者的权益。无论
是加班工资还是值班工资， 用工
单位应积极给予保障， 这也是应
担负的法定责任。而且，根据相关
规定， 对于感染新冠肺炎的劳动
者，在其隔离治疗期间，用人单位
应当视同提供正常劳动并支付其
工资。用工单位唯有遵法行事，劳

动者权益才会更有保障。
同时 ， 也需要政府政策保

障。 比如， 浙江省规定， 企业复
工的时间是2月10日。 2月10日以
后， 如果职工因政府采取紧急措
施不能按期返岗提供正常劳动，
企业可以参照国家和省关于停
工、 停产期间工资支付相关规定
执行 ； 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
的， 企业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
低工资标准的80%发放生活费 。
如此， 也可以让劳动者工资更有
保障。

另外，从劳动者自身来讲，也
应该增强法律维权意识。尤其是，
当前一些“赋闲在家”的快递员、
网约车司机、 餐厅服务员等成为
“跨界员工”，这种“自我重组”的

方式 ，虽然可以满足社会需要 ，
但是这些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也须
引起重视。 于劳动者而言， 不仅
要注意自身权益的保护， 更重要
的是懂得借助法律武器维权。

疫情防控给各行业带来不小
影响， 更给劳动关系领域带来新
挑战。 越是在此特殊时期， 越需
要劳动关系双方精诚团结、 共克
时艰 。 当然 ， 面对一些劳动争
议 ， 一方面需要双方多 些 协 商
与 沟 通 ， 多 些 人 性 化 纾 解 之
道 ； 另 一 方 面 也 需 要 双 方 在
法律边界内行事。 同时， 政府相
关职能部门， 也应强化对受疫情
影响用人单位的劳动用工指导服
务， 以确保劳动关系双方权益更
有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给人们的生活
包括各行各业带来不小的影响。
这其中也包括图书市场。 日前，
开卷公布了2020年2月份畅销书
榜单， 其中显示一些原本关注度
不高、 甚至比较专业小众的流行
病学相关科普类图书， 销量有不
同程度的增长。 这也成为疫情期
间一个比较特殊的文化现象 。
（3月21日 中新网）

图书市场的这种现象， 并不
难理解， 毕竟新冠肺炎疫情对每
个人的工作 、 生活都带来了影
响， 同时也对人在情感和认知上
带来了比较明显的冲击， 人们需
要对病毒、 对抗疫、 对流行病学

等等话题有更多的了解和把控，
所以才会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
和这些话题有关系的图书上。 但
是这种现象背后的积极意义， 却
值得我们探讨。

首先， 疫情、 流行病学类图
书的热卖， 说明公众健康意识的
提升 。 疫情当然不是我们想要
的， 但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 在
客观上确实提升了公众的健康意
识， 让公众更加重视自身健康的
守护。

其次，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 网络上各种各样的疫情防控
知识、 信息层出不穷， 但是在这
些信息当中， 难免鱼龙混杂、 泥

沙俱下 ， 有些甚至根本就是谣
言。 在这种情况下， 传统的纸质
出版物， 尤其是有关病毒、 疫情
等医学科普类书籍， 就凸显出了
自己的优势。 因为和网络上的信
息相比， 这些纸质图书上所承载
的知识和信息无疑更加权威、 科

学， 也更加具有借鉴意义。
疫情防控期间有关流行病学

科普图书的热卖， 对国内出版行
业也有启发意义， 那就是如何策
划和出版更多能够满足读者需
求， 同时又承担起普及医学、 科
学常识的优秀图书。 □苑广阔

疫情防控给各行业带来
不小影响 ， 更给劳动关系领
域带来新挑战 。 越是在此特
殊时期 ， 越需要劳动关系双
方精诚团结 、 共克时艰 。 当
然 ， 面对一些劳动争议 ， 一
方面需要双方多些协商与沟
通 ， 多些人性化纾解之道 ；
另一方面也需要双方在法律
边界内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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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抗疫带来
医患关系的改善

流行病学科普图书热卖的多重意义

“这款无线电子听诊器非常
实用，隔着防护服也能听诊，效果
比普通听诊器还要好。 ” “防雾
效果真心不错，密闭性也很好，感
觉眼前明亮了好多。 ” ……连日
来 ， 隔离式无线电子听诊器2.0
版、 医用防雾护目镜等医学装备
火遍了整个火神山医院。 医护人
员试用后，纷纷给予高度评价。疫
情伊始， 海军军医大学特色医学
中心前后联动展开专项研究，研
发了一系列支持抗疫的 “黑科
技”，助力前方冲锋战疫。 （3月23
日《科技日报》）

放眼全国医疗系统， 近期医
疗创新可谓层出不穷。比如，大城

市医生为县级医院重症患者会
诊， 对基层进行医学指导； 国内
医学专家与欧洲专家每天连线，
探讨医疗抗疫措施。 远程会诊在
国内和国外两条线上都得到广泛
运用。

有不少创新不仅可为抗疫作
贡献， 而且有望对疫情过后的医
疗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比如
在抗疫过程中， 基层医院给患者
做CT， 却缺乏技术人员对CT影
像进行诊断， 被逼之下， 只能将
影像资料传输给异地医生， 由异
地医生看是否符合新冠肺炎的影
像特征。 假如这类创新能够得以
延续， 将来基层医生只要能够操

作CT、 B超等医疗设备即可， 大
医院可以帮助基层医生进行影像
诊疗。

互联网具有消除距离隔阂的
作用， 让相隔遥远的医患都有身
临其境的真实感。 比如就无线电
子听诊器来说， 是隔着防护服还
是隔着千里之遥的距离， 两者并
没有多大的区别， 无线电子听诊
器所收集到的听诊音， 即使身处
异地的医生听来也效果相同， 这
项科技将使远程查房变得更真
切。 假如这类创新在疫后都能得
以完善和延续， 就能为医疗发展
提供新契机。

□罗志华

抗击新冠肺炎的日子里，
我们看到了太多医护人员舍生
忘死， 令人泪目的场景， 人们
把无数美好的赞语给了数以万
计的白衣天使。 当湖北、 武汉
疫情缓解， 各地援鄂医疗队返
程时， 当地群众送别他们的一
个个感人画面再一次催人泪
下。 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发自内
心的感动。

就在举国感恩救死扶伤的
白衣天使， 关注他们能否获得
更多关爱、 厚待之时，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发生了一
起严重伤医事件———该院血透
室医生汤萌被病人用刀捅伤，
左上臂开放伤， 胸部、 腹部刀
刺伤， 增强CT显示双下肺膨
胀不全 ， 左肾破裂 ， 肾周血
肿 。 事发后 ， 汤萌在 ICU抢
救， 行凶者已被警方提请检察
机关批准逮捕。

这一凶残的伤医事件， 与
当下湖北人民泪别援鄂医疗队
的场景形成了巨大反差， 给人
们感念白衣天使的心绪蒙上了
一层阴影， 也让许多人突然意
识到， 紧张的医患关系并没有
因为这次疫情中的改变而销声
匿迹 ， 进而想到 ， 当疫情过
去， 一切恢复常态时， 还会有
多少人感念白衣天使？ 懂得尊
重医护人员 ？ 甚至称他们为
“救命恩人”？ 这个问题真值得
想一想。

灾难是人类的劫数， 但灾
难也是课堂， 是考场， 可以让
人学到许多平日里学不到的东
西， 矫正人们的某些思想、 偏
见， 同时考验出人性、 人品的
高下、 优劣。 这次新冠肺炎疫
情， 让多少人认识到了医护人
员的价值、 贡献、 乃至牺牲，
忘却了曾经的医患关系紧张，
和对医护人员的种种误解。 那
么， 疫情过后， 这种心态能够
保持多久？ 能否就此给医患关
系带来改善？ 真心希望保持下
去， 带来改变。

生死关头，方显英雄本色。
但英雄行为不是瞬间产生的，
必有常年积累和基本素养。 平
日里尊重和爱护医者， 我们才
能在危难时刻依靠他们。

□一刀 （资深媒体人）

天歌： 在淘宝店铺花上几十
元， 就能暂时拥有一个 “虚拟男
友/女友”，除了不见面，买家可通
过微信、QQ等聊天工具和“虚拟
恋人”像普通情侣那样交流。这些
花钱买来的“虚拟恋人”会对你嘘
寒问暖，清晨叫早、夜晚哄睡……
这种“服务”怎么样？对此，心理咨
询师表示，对“虚拟恋人” 过分入
迷， 会缺乏与现实的联系。 感情
是需要经营的， 但我们要经营真
实的、 现实中的感情， 而不要沉
迷于 “虚拟恋人” 所带来的虚拟
感情。

吴学安：疫情当前，智慧社区
越来越受欢迎。不过，一些智慧社
区有名无实，空有高科技、大数据
的外壳， 只是简单地将线下工作
移到线上， 关键时刻依然靠人力，
实际效果很不理想。智慧社区建设应
以人为本，为了建设而匆忙建设使
用，只是花架子。建设智慧社区需
要具备服务思维，想居民所想，邀
请居民参与共建， 应该培养智慧
社区管理与服务人才， 增强对智
慧平台的维护运营。

户外活动做好防护
随着气温转暖， 一些小区和公园内出现了市民聚集

聊天、 打牌和扎堆锻炼的现象， 如何做好健康防护呢？
建议在疫情防控期间， 除上班、 购买生活必需品以外，
应尽最大可能减少外出， 以居家生活为主。 如果确实具
备户外活动条件， 在保证不与他人近距离接触的前提
下， 可以根据气候条件， 适当参加一些户外锻炼。 户外
活动时要做好防护， 酌情佩戴口罩， 保持与其他人的距
离至少在一米以上， 避免扎堆聊天、 打牌、 麻将等面对
面近距离活动。 (３月２３日 人民网） □王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