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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警醒人们

必须讲个人卫生、保持公共卫生。两

个月来，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成了

人们每天的“规定动作”。但随着疫情

形势好转，街上行人越来越多，烟头、

垃圾、斑斑痰迹又重现地面。疫情“伤

疤”还没好，不能这么快就忘了疼，必

须彻底摒除不讲卫生的积弊。

平日留心观察就可发现，诸如饭

前便后洗手、用手帕擦鼻涕、将垃圾扔

进垃圾桶、不随地吐痰等，受过教育的

孩子这方面意识比有些成年人强。最

近，四川多地在推动使用公筷、公勺的

倡议时，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将“小手

拉大手”“学生教育家长”作为宣传教

育的具体措施。

随地吐痰会传播疾病，乱扔垃圾

会滋生细菌的道理，人们都懂。但常

常积弊难改，关键还是思想意识和习

惯问题，一些人觉得这只是生活小节。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认识

到，卫生习惯不是小节，而是关系到健

康安危的大问题。讲卫生、保持公共

卫生，不仅是特殊时期需要，平时也要

养成自觉遵守的习惯。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并非一蹴而

就。要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认真对待卫生习惯问题；同时，纠正不

讲卫生陋习，惩戒措施不能缺位。

（新华社成都3月25日电）

■新华社记者 熊丰

抗疫如战，岗位所在就是战场。

他们是“逆行者”——直面危险、挺身

而出。

他们是“排头兵”——警灯闪亮、警徽

庄严。

作为疫情防控中一支极其重要的力

量，人民警察日夜奋战，用行动诠释“人民

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

战斗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队员们，请穿好防护服，让我们平安

进舱、安全回家！”2月 13日，武汉市公安

局江岸分局刑侦大队教导员许奎带领 10
名突击队员，列队进入新开放的武汉全民

健身中心方舱医院。

“我把要组建突击队、需要 11人的消

息发到微信群时，立刻就有20多人报名。”

许奎说。

“穿防护装备有十几个程序，仅穿防

护服前就有 7个程序。”许奎说，每个班次

需要在方舱医院内执勤 6个小时，这期间

不能吃、不能喝，更不能上厕所。

“我们民警分成了5个组，分别负责勤

务安排、后勤保障、防护消杀等工作。”工作

间隙，许奎还组织执勤队员向医护人员请

教脱防护装备的流程和注意事项。“作为一

名民警，越是危险的地方，我越要冲锋在

前，不能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许奎说。

定点医院、发热门诊、方舱医院，战

“疫”一线这些关键地点，都是人民警察的

战场。

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不断巩固

和拓展。公安机关在继续科学精准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有效服务企事业单

位复工复产，推动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

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

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有

汽车制造、家电生产等企业1万多家。

“目前形势下，唯有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企业复工复产，才能确保‘武汉保

卫战’的最后胜利！”武汉市公安局经济技

术开发区分局局长刘明利说。

民警每天到厂里巡逻，指导疫情防

控，检查消防安全、治安状况，确保企业复

工复产无后顾之忧。

“我们厂有 5000多人，目前已经上班

的有 900余人。在复工复产中，民警主动

上门为我们办实事。”东风本田公司二厂有

关负责人说，该区沌口派出所民警在开工

前，对厂房消防设施进行了检查，指导工厂

进行了全面消毒。由于社区封控，民警又

协调有关部门帮助员工办理了通行证明。

日夜守护践行为民宗旨

1月 30日下午，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

分局大智街派出所民警邵玉春来到泰宁

社区某居民楼，准备将该社区的疑似病患

送医隔离。

“快来帮帮忙啊！”突然，听到单元楼

里传来带着哭腔的呼喊声，邵玉春和所长

刘远杰立即跑进楼道。

68岁的周大爷瘫坐在楼梯上不能动

弹，还正在发烧。邵玉春蹲下身子，在刘

远杰和其他人的帮助下将老人背起，固定

好后缓缓下楼。

一级、两级、三级……邵玉春小心翼

翼地将老人背到楼下的转运警车里，火速

送往医院。

人民的需要，就是人民公安的使命。

在严峻的疫情面前，广大民警、辅警迎疫

向前，无私无畏投入战“疫”当中。

常二社区是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汉

兴街道的一个老旧小区，居民以老年人居

多。

社区一名82岁的疑似病患陷入昏迷，

在转运过程中，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

汉兴街派出所民警刘晓钟在所长黄亮和一

名辅警的帮助下，用一把椅子将他抬下楼。

“当时他已经瘫软了，当我们把他抬

起来的时候，他的头往旁边一歪，直接靠

在了我的头上。”刘晓钟回忆。因为怕老

人掉下椅子，刘晓钟就用头顶着老人的身

体，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将他抬下楼，抱

上转运警车，送往医院。

从1月26日他接到任务，负责协助转

运病人到医院和隔离点，两个月下来，刘

晓钟接送转运的病人已有四五百人次，

“最高峰的时候，一天转运了28个病人。”

“在疫情面前，所里没有一个人退

缩。病人救治不能耽搁，必须争分夺秒。”

这名52岁的退伍军人语气坚定。

在主战场湖北，广大人民警察活跃在

4500个社区、2.5万个行政村，与抗击疫情

各部门工作人员一道筑牢抵御疫情的“防

火墙”。接患者就医，送患者回家，帮患者

买药取药……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第一线，

广大公安民警拼搏奉献，彰显人民公安的

为民本色。

奉献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当前，返汉复工复产队伍不断壮大，

被按下“暂停键”的武汉正在重现生机。

然而，连续奋战 61天的民警吴涌，却

永远倒下了。

1989年警校毕业的吴涌，从警 31年，

干部履历表上清晰地记着：连续 6年优秀

公务员，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7次受到嘉

奖。

“老吴是社区工作的好搭档。”汉正街

共和社区居委会党委书记熊恒超是个“80
后”，“60后”的吴涌比他大整整 14岁，但

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工作中的默契配合。

“他是累倒的啊！”一时间，熊恒超的泪水

不知不觉模糊了双眼。

3月18日，吴涌一大早就带着6个安保

队员、4个协管员去社区巡查。当天，他们

走遍整个社区，居民容易聚集的健身休闲

处、犄角旮旯都没放过。其间，他还登门走

访了 5位需特殊关照的孤寡独居老人，逐

一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

3月 20日，政府下发的爱心鱼到了，

每条鱼足有三四斤重。共和社区很多门

栋没有电梯，上下全靠爬楼。各个门栋挨

个爬一遍，肩扛手拎，吴涌腰酸腿疼也忍

着、坚持着。

3月 22日上午，天放晴了。吴涌又一

早来到封控卡点值守，碰到几个想违规出

门的居民，他耐心地上前劝解。中途，一

个居民到所里报案，他返回所里接待。

谁也没想到，他这一去，就再也没能

回到社区……

截至3月23日，在战疫情、防风险、保

安全、护稳定的第一线，77名公安民警和

辅警因公牺牲。

1月 21日，山东省泰安市公安局泰山

分局中队指导员李弦奋战在抗击疫情战线

上。此时，他头疼已3天，每天工作十余个

小时，累了困了就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

9时 30分，中队内勤民警梁潇来到李

弦办公室，让李弦确定春节假期执勤时

间，李弦选定除夕晚上11点到初一1点的

执勤时间段。“他每年都是这样，总是把除

夕和家人团聚的机会留给别人。”梁潇说。

12时，太过劳累的李弦悄无声息地离

开了。连续加班 3天的他，因为过度劳累

突发脑出血，经抢救无效牺牲，年仅37岁。

伤恸无尽，为民无悔。

以生命赴使命，用热血铸警魂。战

“疫”还在继续，人民警察奋战不息！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何晨阳

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地消费造成较大

冲击。数据显示，1至2月全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20.5%，增速比去年同

期回落 28.7个百分点。为促进消费回补，

更好释放新型消费潜力，连日来中央和地

方陆续出台一系列促消费相关举措。

应对疫情冲击，消费如何提振？各地

推出了哪些实招？面对一大波消费“礼

包”，你准备好了吗？

各地密集出台“硬核”举措

连日来，中央各部门出台一系列促消

费举措，为百姓消费营造更好的条件环

境。国家发改委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

市场的实施意见》，从市场供给、消费升级

等方面提出19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印发通

知，提出发展网络消费；国家发改委等 28
个部门联合开展消费扶贫行动……

各地也纷纷推出一系列促消费举措：

——促进文旅消费活动。宁夏通过

提前下达重点项目补助资金、发放各类创

评扶持奖励资金等措施，激活文化和旅游

消费市场；山东济南面向旅游景区、旅行

社等文旅企业推出 2000 万元惠民消费

券；新疆部分景区推出门票半价或买赠活

动。

——刺激餐饮消费市场。南京大型

餐饮企业通过会员积分、发优惠券等方

式，请市民“到店”消费；宁波打包一批餐

饮品牌企业，面向企业、机关单位等提供

优惠团餐服务；福州开展餐饮“无接触外

卖月”活动，拉动餐饮消费。

——激活线上消费潜力。上海推出

“云走秀”“云逛街”“云上快闪店”等“云购

物”模式；深圳市商务局联合腾讯微视发

起“微视鲜粉节”助力水产销售；内蒙古开

展电子商务促消费专项行动，大力发展网

红经济……

数据显示，截至 16日，全国已有 28个

省区市 3714家A级旅游景区恢复对外营

业，复工率超过30%，全国生活服务企业复

工率超过60%。

国家发展改革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

费司司长哈增友说，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

释放是有效对冲疫情影响、提振经济的关

键举措。特别在当前国外疫情加速蔓延

下，集中精力扩大国内消费、培育强大国

内市场正当其时、非常必要。

“云端”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这款产品干性肌肤也可以用，喜欢

的话点击右下角蓝色购物袋就能购买，一

会儿我们还有直播间抽奖活动……”19日

晚，在北京汉光百货兰蔻专场直播间里，

护肤顾问化身“云柜姐”，向屏幕前的 2万

多名“顾客”逐一介绍每件护肤品的使用

方法。

“当晚直播间护肤品销售额超过 116
万元，专柜新增1500多名粉丝。直播销量

比我们预计的还要高，目前我们已经做了

两场直播活动，后期还会考虑再推出一

场。”兰蔻华北区销售经理侯爽说。

疫情期间，尽管线下消费受到冲击，

但线上消费热度不减，各类“云消费”新场

景正在不断涌现，成为新的经济亮点——

大年初一，电影《囧妈》通过抖音等平台免

费在线播放，上线三日总播放量超6亿；主

打“最后一公里”的社区商业迎来发展契

机，苏宁数据显示，今年2月苏宁菜场销售

环比增长 7倍；拼多多数据显示，截至 20
日，通过直播等方式，拼多多抗“疫”助农

专区售出农产品超 2.6亿斤；随着气候转

暖，近日各地景区纷纷推出“云赏花”“云

春游”……

统计数据显示，1至 2月，全国实物商

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3%，占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1.5%，同比提高5个百

分点。疫情冲击下，新型消费显现出强大

的生命力。

“未来依托社交电商等平台的新型消

费将迎来较大增长空间。国家应鼓励新

消费模式和业态发展，引导相关企业创新

服务供给方式，促进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

赵萍说。

加快培育消费新动能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王斌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居民外出急剧减

少，消费市场受到较大冲击，特别是对2月

份消费影响巨大。但与此同时，我国消费

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活力和新增长点。

“新型消费和升级消费不断拓展，无

接触配送、无人零售、直播零售等消费新

模式快速发展；人工智能、远程办公、‘互

联网+医疗+药店’等逆势发展；信息消费、

卫生健康用品消费显著增长。”王斌说，随

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预计消费

将逐步恢复。疫情不会改变我国消费长

期稳定和持续升级的发展趋势。

赵萍认为，当前各地生活服务企业复

工复产持续推进，服务消费规模将得到有

效提升。以旅游和餐饮消费为例，疫情期

间，居民外出就餐和旅游的消费需求没有

得到有效满足，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前段时间被抑制的服务消费有望迎来

反弹。

王斌表示，商务部将进一步研究提出

促进汽车、家具、家电等重点商品消费的

政策措施。同时，壮大服务消费，促进城

市消费，提升乡村消费，培育新型消费，不

断创新消费促进平台。

“新型消费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

能。下一步将围绕培育发展新消费，加快

以 5G网络和数据中心为重点的新一代信

息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推进信息服务全覆

盖。鼓励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消费新模式，

促进传统销售和服务上线升级。鼓励使

用绿色智能产品，促进养成健康生活习

惯。坚持包容审慎监管，推动新消费健康

发展。”哈增友说。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他们，抗疫一线铸警魂
不让“小节”

毁了“大健康”
□新华社记者 高健钧

新华时评

促消费“硬核”举措密集出台，你准备好了吗？

□新华社发 勾建山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