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评论│082020年2月 19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夏远望

本版投稿邮箱：zysp116@163.com
今豫言栏目投稿邮箱：hnrbjyy@sohu.com

防控疫情，需要严格执行规定，
但更要科学有序、依法合理。

豫论场

今日快评

矫枉过正与过犹不及

天使爱美丽

就业歧视不可有

众议

□本报评论员 薛世君

最近关注疫情动态，看到一些小区不顾化

学消毒剂“避人”操作的要求，直接用喷雾消毒

枪360度扫射搭建的“消毒屋”“消毒通道”时，只

是觉得这种“过度消毒”欠缺了那么一点科学性

和专业性。

看到苏州、无锡等城市发布通告，来自湖

北、浙江、广东、河南、湖南、安徽、江西 7个省份

的人员“一律劝返”时，才觉得如此“一刀切”不

近人情。

再看到扬州、昆山等地“细化”到没有房产证

的会被“劝返”，更觉任性随意。难怪有人调侃

说，莫非是新冠肺炎病毒“只传租客，不传业主”？

直到看到湖北孝感一家三口打麻将，志愿

者愤怒砸麻将桌连扇三耳光的时候，看到网络

视频中某地一家四口在家打麻将被罚扛着麻将

桌游街示众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荒谬至此，

夫复何言。疫情防控，不是刷存在感，不是拼权

力感，戴上“红袖章”不代表可以强行入室，不代

表可以将人游街示众，不代表可以为所欲为。

严格执行规定，保护大家的身体健康，本是

好事，但如此用力过猛、行为过头，挟疫情以令

群众，就未免欠妥了。防控疫情，需要严格执

行规定，但更要科学有序、依法合理。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

三次会议时强调：“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

时期，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疫情防控

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

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

防控工作顺利开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条例》等，只是规定各地可以采取封锁措

施，可以限制人员集聚以及对病人和疑似病人

进行隔离，并不包括“人员劝返”。也就是说，所

谓的“一律劝返”并没有法律依据，“依法防控”

从何谈起？对在家打麻将的家庭，又是“怒砸”

又是“连扇三耳光”，又是荒唐地“游街示众”，如

此强行入室，如此引得围观者聚集增加感染风

险，“法依”何处，“序”从哪来？“一律”“概不”等字

眼，忽视特殊需要，忽视个体差异，忽视情况变

动，又哪来的“精准施策”？

疫情防控正吃劲，一些疫情严重的地方，采

取严厉的措施还可以理解，但有些人层层加码、

人为拉高标准，就有些矫枉过正了。好像用力

越猛、做法越过头就越有诚意、越负责任一样，

宁愿做过头、走极端，也不留下“没有到位”的把

柄，甚至各地、各部门、各岗位之间，盲目攀比谁

的“力度”更大、谁的标准更严，几乎形成了一种

“比过头”的负向激励氛围。而且往往是，过激

一点、过头一些，即便结果不理想，责任也不大，

起码，初衷是美好的，动机是单纯的，行动是积

极的，执行是得力的，最多就是方式方法欠妥，

“好心办坏事”罢了。毫不客气地说，这种“过

头”的“习惯”，也是一种危害甚巨的病毒。

一“过”之后，就可能走向“失”。有专家表

示，往身上直接喷消毒剂，会刺激甚至会损害人

体的呼吸道黏膜，增加感染病毒的风险，“消毒

屋”运用不当反而会变成“投毒屋”；个别基层防

控人员连日来的辛苦付出，也可能会因为“怒

砸”“扇耳光”的举动而消弭；“抢人大战”时累积

的城市温情，可能会因为这一次“一律劝返”挥

霍殆尽……

有多少“矫枉过正”的“努力”，往往就有多

少“过犹不及”的结局。5

□刘婵

有媒体曾经报道过几位支援湖北医疗队的女

队员，为了个人防护安全，剪掉了长发，镜头前几

个女孩比起 V 字胜利手势，显然对此自愿且自

豪。当时随队的记者，也陪着姑娘们一起，剃了光

头。那时候大家说，这是今春最美发型。

但前天网上一段“女护士集体剃光头上前线”

的视频，却没有如报道者所愿，获得什么正能量，

反倒是引来差评如潮。视频里，姑娘们不停落泪，

想用手遮挡住自己，但镜头还是硬生生怼到她们

的脸上，最可气的是，剃完头还把剪掉的长发拿到

姑娘面前晃一晃。

剃不剃头这事儿，其实谁说了都不算，只有姑

娘们自己有发言权。有的女孩儿天性达观，生活

中可能就是女汉子那一型的，完全不把剃头当回

事儿，纯粹为了工作方便，那就剃吧，我们为这些

“勇敢的小光头”尽情鼓掌，也别拿“剃头对女性是

种羞辱”来上纲上线了，弄得自愿剃头的姑娘们左

右为难，这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消费女性吗？

有的女孩儿，比如说我，虽然头发因天天写

稿日益稀薄，但无论如何也是不肯剃光头的。

想一想这些小姑娘不过二十出头的年纪，就义

无反顾上了战场，已经很不容易了，为什么不能

尊重一下人家的个人选择？非要“一刀切”剃光

头不可吗？短发也分很多类型啊，Tony 老师都

可以剪出来什么波波头、蘑菇头、荷叶头、wob

头好多种，哪一种也不会影响工作吧。

好在这只是个别地方出现的个别现象，相信

网友们口诛笔伐后，相关人士已经捶胸顿足，很快

就会纠偏了。其实舆论场上这些口水战，热点一

波接着一波，我真的是有些审美疲劳了，也拜托大

家把注意力多放在救治病人、科研进展、物资调

配、复工复产这些重要议题上吧。

世间万物，皆有其度，倘若失度，则往往过犹

不及。

这话一是对部分媒体说，好人好事就是“扔下

一万元就跑”，英雄气概就是“集体剃光头”，医者

仁心就是“流产后光速上岗”，您报道时可能是出

于好心，但方法论实在是太过时了，人们无法从这

样的报道中获取任何力量，您的职业生涯却会因

此添上一点瑕疵。

这话也要对媒体受众说，大多数人都是有良

知的人，就和我们评论员一样，看到不合理的、不

平等的现象，不能视而不见，必须一吐为快。我们

乐见这次疫情中，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及时提出，

比如“社区规定集中时间买菜”“小区不让医护人

员进入”“贫寒老人的捐款不能收”等，这些问题很

快得到了回应和解决。但也有一种现象是“过度

阐释”，在自我敏感化中恶化和污染了舆论空间。

我们还是应该尽量达成一种健康的讨论共识吧，

有事说事，就事论事，别用力过猛。

话说回来，人们都把医生护士称为“白衣天使”，

我想到了那部著名的电影《天使爱美丽》，里面有句

经典台词是：你不必万丈光芒，也不必有什么特殊

意义，你只需要做那个小小的你，然后去爱，这是那

个天使告诉我的事。现实生活中，天使为了救死扶

伤，暂时牺牲了自己的外表美，但她们在我们心中

依然是最美的；对她们有尊重、很信任、不打扰，则

是我们应该表达的一分温柔的心灵美。5

姚女士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患者，后接受隔离治疗，2 月 5 日治愈出院。几天

后，公司得知姚女士情况后发出告知：因姚女士

被确诊过新冠肺炎，不得返岗，公司已决定自 2

月 10 日起与其解除劳动合同。（见 2月 18日《浙
江工人日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十六条规

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传染病人、病原携带

者和疑似传染病人。当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也给

了姚女士一个明确说法：这是违法的。因此，对于

存在与“新冠肺炎治愈者”取消劳动合同想法的企

业，要露头就打，不能让“新冠肺炎治愈者”孤军奋

战，劳动保障部门应介入约谈，必要时候应启动公

益诉讼，办成铁案，警醒“后来者”；此外，要宣传科

学知识，让“昔日同事”及用工单位知道“新冠肺炎治

愈者”没有什么可怕的，愿意接纳“新冠肺炎治愈者”

返岗。还需引起重视的是，在新一轮招聘中，要防

止拒绝录用“新冠肺炎治愈者”的情况出现，其中最

重要的就是保护好“新冠肺炎治愈者”的信息，不

泄露这些信息。3 （郭元鹏）

严防借疫情诈骗学费画中话

近日，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联席会议办公室发

出 2020年第 1号预警，严禁在疫情防控期间以开展

线上教学的名义擅自设立收费项目、违规收费。此

前，已有不少地方查处了在中小学班级微信群、QQ

群内假冒学校老师或班主任，诈骗学生或家长的违

法行为。疫情防控是一项系统工程，防范和打击借

“疫”行骗也要加把劲。

由于长期居家不出门，还要辅导和监督家里的

孩子在线听课、“上学”，不少家长的防骗意识可能会

有所松懈。加之，有些骗子不仅能够“打入”班级群

内部，还“盗用”老师或班主任的头像，让人防不胜

防。广大家长需切实增强防骗的“免疫力”，睁大眼

睛、多个心眼，坚持不轻信、不泄密、不链接、不支付

的“四不”原则，不看头像不着急，而是电话连线“听

声音”、视频连线问清楚。别急着“交学费”。

同时，学校和班级要切实落实好群主责任制，

把入群验证批准的权力收归群主一人，杜绝陌生

人随意入群，坚持成员身份实名制，制定好、落实好

“群规”，对于国家线上教学资源全免费的常识普及

以及防骗提示等要经常推送，切实为广大学生、家

长保驾护航。正式的经物价部门批准的本学期收

费项目，什么时候交、怎么交，应该通过正式渠道早

日发布，以正视听。而对于那些过多过滥、多头设

立的微信群、QQ 群，应加速清理解散，减少风险，

减轻负担，增强“战疫力”。5 （张翼）

疫情之下，上班吃饭成了大家绕不开的问题。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冯录
召表示，食堂也是人群密集的场所，建议错峰吃饭。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
尊友建议，在单位食堂或者在外面吃饭，要尽量和其他人保持一定距离，如果单位允许，
可以供应盒饭，以减少风险。5 图/王怀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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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春节被一场突如其来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侵袭，全国上
下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国网新密市供电公司面对疫情，
迅速部署，统筹兼顾，充分发挥党组
织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先锋模范作用，
在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同时，开
启战“疫”模式，用实际行动“电亮”了
疫情防控阻击战。

精准施策，织好“防控网”

“每天上报各单位人员及家属
身体情况；每天两次测量体温；每天
做好办公室、电梯、食堂三个易传染
区域的消毒；做好体温登记、身份信
息登记、亲属归乡登记、物资发放登
记；做好在五个重疫情地区归乡人
员的严格调查。”为全面防御疫情，
全天 24 小时坚持执行“12345”原
则，成了该公司雷打不动的常态化
工作。

该公司成立了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把疫
情防控及供电服务作为头等大事来
抓，每天督导疫情防控执行情况，对
工作进度进行汇报，查漏补缺，及时
应对，层层落实责任，细化防控措
施。主要负责部门及各部室主要负
责人率先垂范，主动从大年三十开始
坚守岗位，利用微信群、悬挂横幅、网
站、网络会议等渠道和方式及时传达
疫情防控相关精神，为大家消毒、购
买物资、上报各种报表，深入定点医
院进行隐患排查，事事处处走在前
列，众志成城共抗疫情。

截至2月13日，该公司共计购买
口罩 20000 只、消毒液 800升等“抗

疫”物资，受理疫情防控点客户报装
19户，巡视线路 144条，出动抢修人
员350人/次，抢修车辆106台/次，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守土尽责，再创“新速度”

“疫情不退，绝不收兵,全力保障
全市人民群众有序用电。”这是国网
新密市供电公司 14支党员突击队掷
地有声的承诺。

新密市岳村镇岳岗坡村机井变
压器配电设备故障开关频繁跳闸，
导致该村 352户 1280口村民吃水成
了问题。村主任任顺献向岳村供电
所求助，虽然属于客户产权，但所长
孟凯依然二话没说，立即安排党员
突击队到现场抢修，线路检查、测
试、判断故障、拆除损坏开关、登杆
作业……任顺献哽咽着说：“兄弟，
因为疫情严重，我给再多的钱人家
都不来，只是试着给你们打了个电
话，你们是真正的‘逆行英雄’。”

在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党员一
直率先垂范，公司 60多名党员主动
报名参加疫情防控志愿服务；营销党
员服务队，为了减少风险和交叉传染
的几率，开辟“火速通道”上门服务，
把危险留给自己；作为疫情应急保电
组组长，王宏亮半个月来没有休息过
一天，冒着大雪为万博台区 40户居
民用户恢复送电；城关供电所所长刘
才源为老大娘用电服务，不让进门，
用上“墙头喊话”。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疫
情面前，该公司党员突击队、党员服
务队第一时间冲到一线，守土尽责，

以“速度最快、效率最高、服务最好”
的昂扬斗志投入到疫情战斗中。

上下同心，打赢“阻击战”

“众人划桨开大船。”在疫情防控
特殊时期，只有万众一心，才能打赢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月 10日，国网新密市供电公司
总经理苏迪、党委书记周建军一起带
着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党委的殷切
关怀和嘱托来到新密市米村镇拐峪
村慰问疫情防控人员，同时带来了
20000 元现金，100 斤 84 消毒液，1
箱洗手液，500 个口罩，现场转送给
拐峪村村支书。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全体党员共同奉献爱心，累计
捐款 86566 元；公司领导班子多次
深入帮扶村、疫情防控服务站慰问
督导、定点医院检查用电情况；带电
作业专责阴方伟，妻子待产依然奔
赴抢修一线；牛店供电所党支部副
书记李伟超自费为家乡岳村镇红泉
村疫情防控点购买方便面、饮料干
等物资；米村供电所志愿者张裕自
费为拐峪村疫情防控服务站人员购
买棉大衣、慰问品等；志愿者陈晓下
班后参加社区志愿服务，为疫情防
控 人 员 送 上 爱 心 物 资 ；笔 者 自 费
6000元购买了免洗手喷雾送到多个
疫情防控服务站。

“尽管前路注定不平坦，我们却
信心百倍。”因为这里有一群义无反
顾的支持者，义不容辞的坚持者，一
心一意的拥护者，我们一定能够打赢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朱韶瑞)

“我是党员，我先上！”“我是党员，
我带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必须
冲在一线！”……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面对这场
绝无退路的阻击战，“若有战、召必至”
是国网中牟县供电公司广大党员的庄
重承诺，他们战斗在前、引领在前，守土
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与公司全体
员工一道群策群力、努力奔跑，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让鲜红的党旗在战

“疫”保电一线高高飘扬。

欠费不停电，当好“电保姆”

“十分感谢你们为我们物业公司提供
的上门服务，你们的服务真贴心。”2月10
日，国网中牟县供电公司供电服务人员相
继来到沁园馨城、绿博半岛等居民小区物
业公司征询用电意见，派送电费发票，为
疫情期间居民用户上门当好“电保姆”。

在疫情防控期间，为切实让居民用
户用上安心、舒心电，国网中牟县供电公
司多措并举，全力保障疫情期间居民用
户安全可靠用电。一是供电所人员提前
对所管辖区域内居民小区进行拉网式排
查，根据各小区疫情管控和输电设备实
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上门服务；二是
与居民小区物业公司及业委会人员建立
24小时联络沟通机制，通过微信群等方
式解决用电问题；三是用心践行“人民电
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强化营销系统后
台运转，提高办电效率，做好采集运维、
线上服务等支撑保障工作，全力保障疫
情防控期间人民群众的用电需求；四是
在严格落实各项防疫防护措施下，组织
党员服务队开展优质服务上门工作，当
好“电保姆”，切实解决疫情防控期间居
民用户遇到的用电问题。

不仅如此，在疫情防控期间，国网
中牟县供电公司还采取欠费不停电的
措施，同时还引导客户线上办理电费缴
纳、电费查询、故障报修等业务，确保网
上国网7×24小时不间断服务，让客户
足不出户办理业务。

科学制定保电方案，“一场所一预案”

“设备线夹温度正常。”1月 26日
下午，国网中牟县供电公司组织公司技
术骨干人员对中牟县中医院相关供电
线路及设备进行巡视检查，积极做好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医院的保电工作。

根据省市公司及中牟县委县政府的
指示，国网中牟县供电公司高度重视，快
速响应，积极履行全县疫情防控供电保
障职责，确保安全可靠供电。一是成立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责任制；二是积极做好辖区内医院、
疫情防控卡点等场所的保电工作，按照

“一场所一预案”保电要求，科学制定保
电方案；三是扎实做好应急物资、人员、
应急发电车等准备工作，合理调配抢修
力量，确保设备故障迅速处置；四是按照
上级防控通知，做好本单位疫情防控措
施，要求各支部（总支）认真做好《卫生防
护手册》宣传工作，同时排查统计员工外
出情况，教育引导员工不信谣、不传谣，
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战“疫”一线，党员冲在前

基层党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
基础。哪里有疫情、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组
织坚强有力的领导、扎实有效的工作。

为全力保证中牟县疫情防控期间电力
安全可靠供应，该公司充分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发挥共产党员突击队作用，为

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他们画出这个时代保电的“最美逆行”。

大年初二，该公司主要领导干部到
岗带班，值班人员保持 24小时通讯畅
通，党员服务队队员按照公司疫情防控
工作安排，对辖区内重点疫情防控医院
输电线路、设备进行特巡，确保重点疫
情防控医院用电安全可靠连续供应。

大年初六，该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主
动出击，对县域内重要电力设施进行“拉
网式”排查，筑牢防控疫情用电“安全网”。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该
公司离退休老党员们也主动请缨，加入
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来。

在公司家属院门口，他们充分发挥
自己对家属院熟悉的优势，加班加点逐
楼巡查，不漏查一人一户，同时每天对
来往车辆人员进行逐一核查，测量体
温，确保公司疫情防控工作扎实开展。

“我们虽然退休了，但始终是公司的
一份子，况且我们还是老党员，你说，我
们能退缩吗？”正是这种使命感和责任
感，驱动着国网中牟县供电公司广大党
员干部职工在疫情阻击战中团结向前。

在疫情防控期间，国网中牟县供电
公司308名党员、3支党员服务队、离退
休老党员，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切实做到在党和国家需要
时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让党旗在防控
疫情及供电服务保障一线高高飘扬。

国网中牟县供电公司全面认真贯彻
落实上级疫情防控工作有关要求，提高政
治站位，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
重要政治任务，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上级决策部署上来，强化政治担当和责任
担当，一手抓生产安全，一手抓疫情防控，
确保中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李鑫）

共克时艰 照亮一座城
——国网新密市供电公司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纪实

让党旗在战“疫”保电一线高高飘扬
——国网中牟县供电公司战“疫”保电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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