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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评

时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进入最吃劲的阶段，各地落实中央部署要求，正在建立较

为完善的疫情防控机制。我国农村地区人口众多，而且春节期间有大量人口从城市返乡，疫

情防控基础薄弱。据调查，农村地区的防疫工作不容乐观，收治能力有限、防疫物资紧缺、居

民防疫意识有待提高等问题普遍存在。疫情大考，难在基层，尤其难在农村。从薄弱处着

手，向最好处努力，是农村疫情防控必须有的态度。当务之急是推动收治救护力量下沉，做

到科学统筹、迅速调配，进一步加大跨地域医疗资源援助力度。多一分力量、早一刻到达，就

意味着战胜疫情多一分筹码。 （时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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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发布要有更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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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当前，每个人都是重要一环
□ 牛 瑾

疫情当前，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人人都是防控疫情责任链上的重要一环，打赢

这场战“疫”，靠的就是拧紧责任链条，每个人都能守土有责，尽好公民责任，不给

疫情继续蔓延的机会，从而为战“疫”胜利提供坚实支撑。

不妨多开手机视频会议
□ 拓兆兵

正视风险更要理性应对
□ 熊 丽

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当此之际，我们既要正视风险接纳恐惧，更要理性认识有序应对。理性应对疫情，首先要对新冠

病毒本身有科学认识。依法科学有序做好疫情防控，是我们消除恐慌、理性应对的底气所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只要我们坚定

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就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新冠肺炎疫情的确诊和死亡病例数据
还在不断刷新。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作
为普通人的我们难免心生恐惧。这是可以
预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恐惧是人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压力的正
常应激反应。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形势
下，正视风险，有病及时就医，自觉少出门、
不聚会、重卫生，有利于阻止病毒的传播与
扩散。

然而，伴随疫情而来的还有线上线下
广为扩散的各类小道消息，真假莫辨，加剧
了人们的恐惧心理，进而从恐惧走向了恐
慌。有人听风就是雨，盲目囤积生活用品；
有人深夜排队抢购双黄连口服液；有人一
日三量表，没病也愁出了病；有些人则“闻
鄂色变”，见了湖北人就躲着走，甚至通过
电话、微信等骚扰辱骂来自湖北的返程人
员。在恐慌心理的驱动下，个别地方的防

控工作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非理性的恐慌容易使人们陷入盲

目。如此风声鹤唳，自乱阵脚，如何打得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当此之际，我们既要
正视风险接纳恐惧，更要理性认识有序应
对。

理性应对疫情，首先要对新冠病毒本
身有科学认识。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与病
毒抗争共存的历史。专家表示，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与非典相比，虽然传播力较强，
但致死率较低。从目前收治的病例情况
看，多数患者症状轻微且预后良好，少数
患者病情危重，而死亡病例多见于老年
人、有基础疾病者。正如北京大学医学人
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所说：“对于克服恐慌
最好的心理辅导是了解这个病毒感染的
本质，我们不能只看见病毒，还要相信人
类自身的免疫应答。”

疫情在进展，我们对疾病的认识也在深
入，国家卫健委多次组织专家对诊疗方案进
行修订，目前已经形成了《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修正版）》，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不同风险人群的防护指
南》和《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口罩
使用指南》也已印发，为诊疗工作和个人防
护提供了科学指导。全世界科学家正在快
马加鞭地研发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我们要
提高自身科学素养，通过政府部门、权威机
构和有公信力的媒体等渠道，来了解有关
疫情的信息，减少因对微信群、朋友圈里碎
片化信息过度关注而带来的焦虑，保持理
智冷静，保证规律作息，搞好自身防护，不
给正在奋战的前线医护人员増忙添乱。

依法科学有序做好疫情防控，是我们
消除恐慌、理性应对的底气所在。疫情发
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对防控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
部署，全国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
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在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同舟共济、
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就一定能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世界卫生组织表示，高度赞赏
中国在应对疫情中展现的中国速度、中国
规模、中国效率。

当前，很多地方的工厂陆续开始复
工。各地应进一步完善和加强防控，同时
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坚决遏制疫情蔓延
势头。应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发布信息，
回应公众关切，增强群众自我防病意识和
社会信心。应统筹兼顾，努力保持生产生
活平稳有序，稳定粮油菜肉等生活物资供
应。物价稳，生活稳，人心才会稳。

大自然的春天已经到来，疫散人安的
人间春天相信也不会遥远。

疫情不会对经济产生长期影响

张 斌
中国社科院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

建议构建疫情智能监测系统

韦立坚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大数据中心主任

战“疫”要发挥好金融体系作用

温 彬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

守望相助、众志成城，这八个字串起
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我们每一个人
的心。主动请缨、逆风前行；坚守岗位、
冲在一线；奉献爱心、积极捐赠……一个
个感人的身影，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
献着力量、增添着信心。

然而，就在疫情防控面临着严峻形
势、处在最吃劲时刻的当下，却总有一些
人把三番五次强调的“不许”“不让”当
成了耳旁风。福建晋江男子从武汉返乡赴
宴，最终自己成了确诊病例，还导致4000
多人居家观察；四川宜宾男子疫期非法捕
猎42只野生鸟类，其中包括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猫头鹰；山东济南男子无聊拨打120
寻开心，谎称自己刚从武汉回来，感到头
痛乏力……

疫情当前，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人
人都是防控疫情责任链上的重要一环，打
赢这场战“疫”，靠的就是拧紧责任链
条，每个人都能守土有责，尽好公民责
任，不给疫情继续蔓延的机会。“早发
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是切断疫
情传播途径、防止扩散的最有效措施，一
个故意隐瞒者的侥幸心理可能害人害己；
医护人员人手紧张，一个恶意电话拨打者

的无聊举动干扰的是防控大局。罔顾肩上
责任的这些行为，于情于理不通，于法于
规不容，相关当事人必将受到法律的
严惩。

类似事件的发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随着战“疫”深入，每个人的心态肯定会
有所变化，但这种变化应该是摒弃惶恐、
增强信心与摒弃侥幸、严格自律，而不应
该是精神的懈怠、防护警觉与行动自觉的

丧失。我们正在打的是一场硬战苦战持久
战，战“疫”仍处于关键期，宁可把问题
想得更严重一些、把风险想得更大一些，
也不可有一丝一毫的松懈。

类似事件的发生，也是在提醒我们，
措施还要定得更精准一些、防控网还要织
得更精密一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下沉一线，靠前指
挥，严格按照“排查筛查到村、到社区、
到单位、到户、到人”的要求，把疫情防
控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贯彻落实到每一个
责任人，排查不彻底不收兵，隔离不到位
不罢休。严防死守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每个人积极主动配合、通力合作，拧紧自
己的那一环，就能为战“疫”胜利提供坚
实支撑。

某省卫生健康部门近日公告的一例
新冠肺炎患者信息称，某刘姓女士一行3
人1月20日从武汉市自驾到该省后，2月
6日被诊断为确诊病例，但公告对该名患
者何时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却没有
提及。

不可否认，要完成此病例的流行病
学调查，摸清患者的基本信息、发病和
就诊情况、基础疾病情况、发病前14天
的居住史和旅行史、疑似病例接触情况
等内容，需耗费大量的时间、人力、物
力。但是，在保护患者隐私基础上查清
并公布其相对完整的活动轨迹信息，才
有利于澄清人们的相关疑惑，也有利于
发现潜在感染者并尽早采取相应措施，
对防止疫情蔓延有所裨益。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正处于关
键期，全面准确及时地披露相关信息，
对增强群众自我防护意识和社会信心至
关重要。越是紧要关头，越需要用全面
准确的权威信息及时回应关注，安抚公
众恐慌心理，澄清流言杂音。

同时，信息发布是否及时全面准确
权威，也是一个地方或部门作风实不
实、工作细不细的重要体现。追求高质
量的信息发布，有利于倒逼有关部门科
学规范地做好疫情监测、排查、预警等
工作。有关部门应大力发扬实事求是的
作风，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及时发布权威消
息，消除恐慌，稳定人心，为早日战胜
疫情夯实基础。

最近，全国都在努力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其中一项防控措施就是要减少各
种形式的人群集聚，包括开会、聚餐
等。据报道，近日一家公司复工后组织
现场开会，结果导致十余人感染新冠肺
炎。此事令人痛心，也提醒人们非常时
期不妨多开视频会议。

利用手机召开远程视频会议，技术
上已经成熟，许多单位和公司也经常召
开手机视频会议。相比聚众开会和电视
电话会议，手机视频会议具有更高的灵
活性和便捷性，只要手机信号畅通，随
时随地可以召开会议。在抗击疫情的特
殊时期，手机视频会议的这一优点更加
明显。

既然手机视频会议优势明显，为什
么一些单位不愿意使用呢？长期以来，

有的人缺乏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面对
无情的病毒，不守规矩者不少，不戴口
罩，抗拒检查，甚至故意瞒报现象时有
发生。不仅如此，一些会议召集者还认
为，通过聚众开会能显示对疫情的无所
畏惧，有利于鼓舞士气、提振信心。还
有人习惯于对下属耳提面命，认为用手
机开视频会是“隔空喊话”，难以显示会
议的严肃性。

在疫情防控时期，这样做只能显示
出不理性、不认真、不负责。开会是传
达精神、布置工作的重要手段，一些重
大部署必须通过开会研究落实，重要信
息必须要开会披露。但在非常时期，必
须开的会应尽量开视频会议，应切实切
断病毒传播途径，以科学理性的精神合
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受疫情影响，当前部分中小企业的正常经营出现困难。对银
行来说，要发挥好金融体系的主体作用，一方面加大对疫情防控
相关的药品、医疗器械等行业支持力度，提高审批效率，提供优
惠利率贷款；另一方面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做好逾期贷款
的展期、续贷等方面的服务。同时，受疫情影响，发债成为银行
信贷之外的重要融资渠道，银行保险机构要加大债券市场投资规
模，多措并举帮助企业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对于受疫情影响，出
现暂时性困难的上市公司，银行可合理采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
如债转股、纾困基金、并购重组等，帮助其渡过难关。

这次疫情是非常典型的外生事件冲击，在疫情冲击下，经济
活动短期内会骤然降温。尤其是最近一个月非耐用消费品的消费
会明显受影响，比如电影票房、旅游等。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主要在一季度。房子、汽车等很多耐用品的需求并未消失，只是
可能受疫情影响被延后了。相信随着疫情防控好转，会出现补偿
性的消费，经济活动也会出现反弹。总体看，疫情这只突然冒出
的“黑天鹅”，只是短期突发事件，暂时增加了经济运行的波
动，但拉长时间看，疫情不会对中国经济有太大影响。宏观经济
政策的重点应该对特定的行业、部门、地区、人群采取有针对性
的应对措施。比如，针对受冲击比较严重的行业和地区，可以考
虑特定时间内的税收减免。针对受冲击比较严重的特定群体，可
以考虑给予一定的补助。

为了提高疫情应急管理和决策指挥的效率，帮助尽快打赢
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的防疫阻击战，建议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手段建立疫情监测防控系统，特别是整合病例上报信息、疾病
传染的信息、人群流动的通信讯号位置信息、交通数据信息和
社交数据信息等大数据，实现疫情防控的早识别、早预警和早
处置。缺乏有效的疫情预测和预警模型，难以提前研判疫情发
展态势和提前采取措施，防控工作相对被动。通过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方法建立的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监测防控系统，将成为
我国打赢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阻击战的有力抓手和长期防疫
的重要基础设施。

在上海市人民政府近日举行的发布会
上，有专家指出，目前新冠肺炎传播途径主
要为：直接传播、气溶胶传播、接触传播。
其中，气溶胶传播是指飞沫混合在空气中，
形成气溶胶，吸入后导致感染。此话题迅速
引发广泛关注。对此，国家卫健委表示，气
溶胶传播尚待确定。尽管如此，人们也需要
引起重视，尤其是在空间相对密闭的场所，
要从个人不随地吐痰、打喷嚏或咳嗽用纸巾
遮挡等细节做起。

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一口带菌
的痰液形成的飞沫可以污染周围数十米。
许多疾病因痰传播细菌而扩大疫情，破坏
环境。

关于随地吐痰，各城市早有明令禁止，
但实际情况不够乐观。文明素养并非与生俱
来的，需要后天培养。讲文明重在点滴养
成、持久养成，既需要每个人的自我要求和
自我约束，更需要浓厚的社会氛围和完善的
法规制度。

靠刚性执法。有学者指出，论对随地吐
痰的惩治力度，内地比不上香港，在香港随
地吐痰可处最高 5000 港元的罚款。香港又
比不上新加坡，在新加坡，随地吐痰已经不
是不道德行为，而是一种罪行。如果我们能
对随地吐痰建立严厉的法规，并像新加坡那
样严格执行，相信就会取得同样好的效果。

靠文明养成。讲文明重在点滴养成、持
久养成，需要每个人的自我要求和自我约束。这需要应用一切媒
体途径，批判随地吐痰现象，倒逼每个人都注意规范约束自己的
言行，讲究社会公德，遵守公共秩序。

靠设施配套。不准随地吐痰，是要把痰吐在该吐的地方，这
就需要完善相关配套设施。有关部门要密集合理配置垃圾桶，为
有痰要吐者提供方便，鼓励他们先吐到手纸上，再扔到垃圾桶
内。如果一时间找不到垃圾桶，个人应将用过的纸巾放进随身携
带的包里。同时，环卫部门要及时做好末端灭毒处理，避免因为
痰液而污染环境。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我们要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不断提升自
己的文明素养，从每一件小事做起，在关爱自己的同时关爱更多
人的身体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