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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图说天下

秋季学期到来 防控该怎么做
—— 访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2020 年秋季学期即将到来。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各校开学前应做什么
准备？师生返校有什么要求？开学后如何
管理？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司长王登峰作出权威解答。

秋冬季疫情防控有新规
问：
新学期学校疫情防控有什么新要求？
答：结合秋冬季疫情防控形势和全面
复学复课需要，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教
育部办公厅对前期制定的相关技术方案进
行了修订更新，
联合印发了高等学校、中小
学校和托幼机构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技术方案。
更新版方案取消了原方案中关于“学
生宿舍床位重新分配，减少人员并拉开距
离”
“ 用餐桌椅同向单人单座并保持间隔
1.5 米”
“ 每个宿舍居住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6 人，人均宿舍面积不少于 3 平方米”
“每名
学生（课桌）前后左右间距保持 1 米”等硬
性隔离条件，更好地保障正常教育教学秩
序和全面复学复课。
同时，更新版方案对学校重点区域管
控、校门管控及师生健康管理提出更加明
确要求。增加了
“把好校门关，教职员工和
学生入校时查验健康码，保证入校人员身

体健康”
“来自中高风险地区学生和教职员工
返校时须向学校出示近一周内的核酸检测报
告”
等内容。

加强学校管理严把
“校门关”
问：
开学前，
学校要做哪些准备？
答：学校要提前做好消毒剂、口罩、手套
等防疫物资储备。高校应设立（临时）隔离
室，并安排专人负责学校卫生设施管理、卫生
保障、监督落实等工作。中小学开学前对学
校环境和空调系统进行彻底清洁，并开展预
防性消毒，在校门口就近设置临时等候区，并
根据有关规定按教职员工和学生人数足额配
备校医或保健教师。托幼机构开园前应当对
园内环境和空调系统进行彻底清洁消毒，设
立观察室或临时隔离室。
问：
学校日常管理如何加强？
答：
在日常管理方面，
高校坚持落实学校
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因病缺勤追踪登记制
度等。中小学校要加强对教职员工和学生的
晨午检，对住宿及参加晚自习的学生增加晚
检，并坚持“日报告”
“零报告”制度。对因病
缺勤的教职员工和学生要密切追踪其就诊结
果和病情进展。严格执行复课证明查验制
度，及时对患传染病学生复课的病愈证明进
行查验。托幼机构要坚持早、中、晚“一日三
报告”
制度和点名制度，
每日掌握教职员工和

幼儿动态、健康情况。
问：
如何把好
“校门关”
？
答：高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入校时严格进
行体温检测，查看健康码，
保证入校人员身体
状况健康。中小学校实行校园相对封闭式管
理，全面梳理所有进校通道，
校外无关人员一
律不准进校，师生进校门一律核验身份和检
测体温。提前掌握教职员工和学生开学前
14 天健康状况、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等。托
幼机构要提前掌握教职员工和幼儿健康状
况，登记排查入园，
做好健康观察。
问：
食堂卫生怎么保障？
答：
高校要采取错峰就餐，
就餐排队时与
他人保持安全距离。中小学校应当加强对食
堂的清洁消毒和卫生安全管理工作。托幼机
构要加强饮食饮水卫生。做好餐车、餐（饮）
具的清洁消毒。

返校途中戴口罩

发热干咳须报告

问：
在校要戴口罩吗？
答：高校学生返校途中要求随身携带足
量的口罩、速干手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全
程佩戴好口罩，在校园内的学生和授课老师，
可不戴口罩。中小学生应当随身备用符合一
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标准或相当防护级别的口
罩，低风险地区校园内学生无需佩戴口罩。
幼儿在托幼机构期间不建议戴口罩。

问：
高校师生返校有哪些要求？
答：学生和教职员工要做好自我健康监
测，开学前进行连续 14 天每日体温测量，记
录健康状况和活动轨迹，并如实上报学校。
高校师生返校途中要全程佩戴好口罩，
做好手卫生。如返校途中身体出现发热、干
咳、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就近就
医，如在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应当
主动配合乘务等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防
疫管理等措施，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学校。
问：
境外师生返校有哪些要求？
答：境外师生未接到学校通知一律不返
校，返校时按照有关要求向学校出示核酸检
测证明材料，入境后严格遵守当地规定。
问：
如果发现疑似病例怎么办？
答：
学生和教职员工如出现发热、干咳等
症状，应当立即做好佩戴口罩等防护措施，并
及时报告学校。如发现新冠肺炎疑似病例，
学校应当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第一时间
向辖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配合做好流
行病学调查、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和消毒等工作。对共同生活、学习的一般接
触者要及时进行风险告知，如出现发热、干咳
等症状时要及时就医。教职员工和学生病愈
后，返校要查验由当地具备资质的医疗单位
开具的复课证明。
据新华社青岛 8 月 15 日电

乌鲁木齐开辟
“绿色通道”

国际微讯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8 月 15 日电（记
者 李志浩 潘莹）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副
秘书长刘军 8 月 15 日表示，乌鲁木齐市从
15 日起为大中专院校学生出疆复课就学
和患重大疾病赴内地就医等特殊群体开辟
“绿色通道”。这部分人员持新疆健康码
（含乌鲁木齐畅行码）
“绿码”和近 7 日内核
酸检测报告（阴性），经所在社区核实登记
后，即可通行。
符合上述条件的相关人员，将由所在
社区专人专车
“点对点”
接送，确保离乌
“绿
色通道”
安全、快捷、畅通。

美提出延长对伊朗武器禁运决议草案

安理会书面投票未通过
据新华社联合国 8 月 14 日电（记者 尚绪谦 王建刚）联
合国安理会 14 日未通过美国提出的延长对伊朗武器禁运的
决议草案。
根据新冠疫情下的表决特殊安排，安理会 13 日起对美国
提出的决议草案进行书面投票。投票结果 14 日出炉：2 票赞
成，2 票反对，11 票弃权，决议草案未获通过。根据安理会议
事规则，一项决议获得通过需得到至少 9 票赞成，且不能有任
何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
据悉，美国和多米尼加投了赞成票，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
对票，其他 11 个安理会成员投了弃权票。

内蒙古乌拉特前旗

终止鼠疫疫情Ⅳ级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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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追梦人“峡”路相逢

“胖妈”的利润又是薄得讲出来
别人都不信的——他们卖的好些东
西，
比超市里还要便宜。有一次卜德
英去金口河进货，
她卖八块五的蛋黄
派，
批发价八块。从乌斯河送来的货
也不便宜。六块一袋的鸡爪，
供货商
定价五块三。她问能不能再便宜些，
人家说没办法，
汽油那么贵。就算这样
她仍然守在一线天，
守着节假日里的另
一番光景。往后走，
来古路的游客会越
来越多。这是她的判断，
也是她人虽离
开，
心却留在那里的全部理由。
对不起，读者朋友，就算这样的
“快闪”
，
我也只能就此打住了。我无法
将古路村的所有面孔一一定格，
我更无
法讲完他们所有人所有的奋斗故事。
让我稍感安慰、你们也尽可放心的是，
只要来古路，你一定随处可以和卜德
英、
常朝林、
申华刚相遇，
和一个个脚踏
实地的追梦人“峡”路相逢。你会看到
一个个撸起袖子的古路人正在同命运
搏击，他们改变着古路，古路也在改变
着他们。一个令人心动的世界正在打
开，
他们的目光，
已经从心底出发，
与更
大面积的幸福牵手在未来时刻。
请不要说我们和未来之间隔着时
光的玻璃幕墙，
不要说没有人真正看清
过未来的面目。其实无时无刻，
我们不
在同希望握手，
同未来相逢——骆国龙、
兰绍林他们有水吃、
有电用、
有路走的梦
想不是一一变现了吗？骆云莲让古路走
出一条新路来的努力，
不是正在开花结
果吗？申绍兵让家像个家、
申绍华把旅
游饭碗越端越稳的心愿，
不都成活生生

“战争之声”警示人们珍视和平。图为在英
国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拍摄的纪念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展上的展品。
新华社发

新发地市场复市

大中专学生和特殊群体出疆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 8 月 15 日电（记
者 李云平）记者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获悉，从 8 月 15 日
零时起，近期出现一腺鼠疫病例死亡的巴
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终止鼠疫疫情Ⅳ级
应急响应。
据介绍，自 8 月 6 日发生一腺鼠疫病
例死亡疫情以来，乌拉特前旗及时启动鼠
疫疫情Ⅳ级应急响应，完成各项防控工
作。经国家专家组验收，当地鼠疫疫区隔
离圈内已达到灭鼠灭蚤及环境卫生标准，
连续 9 天无继发病例，所有密切接触者达
到解除隔离要求，符合终止鼠疫疫情Ⅳ级
应急响应标准。
乌拉特前旗决定于 8 月 15 日零时起
终止鼠疫疫情Ⅳ级应急响应，解除沙德格
苏木隔离封锁，将当地交通封锁调整为交
通检疫，解除对 9 名密切接触者的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
目前，乌拉特前旗各苏木镇、有关部门
继续做好鼠疫防控各项工作，做到防控措
施目标不变、力度不减。

8 月 15 日是日本战败 75 周年纪念日。日
本政府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全国战殁者追
悼仪式”。日本德仁天皇在讲话中表示对过去
的历史“深刻反省”，祈祷战争灾难不再上演。
图为日本德仁天皇（左）和皇后雅子出席“全国
战殁者追悼仪式”。
新华社发

以首都圈为中心的聚集性感染层出不穷

韩国部分区域上调防疫级别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8 月 15 日电（记者 侠
克 吉宁）15 日 晨 ，一 辆 辆 满 载 蔬 菜 水
果的货车驶入北京新发地市场大农
门 ，当 日 将 有 1000 多 辆 货 车 近 1.3 万
吨蔬菜水果进场。
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主市场铁路
以南区域 15 日复市对外开放营业，将恢
复市场正常时期果蔬交易量的 60%。

古路之路
陈果
天地出版社

的现实了吗？
“花枝俏，
万木春”
的蓝图，
不是
姹紫嫣红地绽放在罗开茂面前了吗？
就连曾经于 1993 年 12 月和 1994 年 9
月两次走进古路的杨水源，也在时隔二十
多年之后，与他在心里无数次眺望过的彝
寨古路的未来时光，有了一次零距离的亲
密接触。
2018 年年底，
在骆云莲和罗开茂陪同
下，杨水源又一次走进古路村。一路看一
路问，
一路回望一路对比，
七十七岁的他感
慨不已，
兴奋莫名。古路归来，
老书记难抑
心中激动，
一气呵成，
写下《三走古路村》：
2
0
1
8 1
2 6

我第三次到古路村是 年 月
日。在党和政府关心支持下，马坪村和古
路村之间的一线天峡谷上空架起了索道。
坐车到马坪村，再坐索道到古路村，看到新
修的黑色沥青路，我惊叹不已。在三组一
家农家乐同彝族同胞共进午餐，饭菜之丰
盛不亚于汉源城边的农家乐。饭后与乡、
村、组干部和彝族群众一起座谈时得知，改
革开放四十年来，古路村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从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没有
网络，到全村有水、有电、有网络、有骡马道
和小公路，修了高峡索道。古路村“大包
干”前农民人均年收入二十多元，现在人均
年收入四千一百多元，今年全村贫困户全
部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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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前，承担北京 70%蔬菜供应的
新发地市场，因聚集性疫情暂时休市。两
个月后，经专业消毒、完成改造升级，新发
地市场正式复市。
记者了解到，复市后，新发地市场全
面取消零售功能，不再向个人消费者开
放，坚持市场的批发属性。同时建立了
市场智能管理系统，通过实名认证方式，

河滩立旗

刘縯来到王匡大营，与王匡、王
凤、王常及张卬、陈牧等人相见，发
现新市、平林、下江三路人马齐集，
暗观周围情势，知道事情大局已定，
无可挽回。但是，既然来了，不能不
陈述自己的意见。
他拱手对诸将说：
“ 承蒙诸位将
军心存汉室，欲尊立宗室子弟为帝，
其德甚厚，伯升感佩莫名。然依鄙愚
之见，意有未同。今赤眉起于青、徐
间，拥众数十万。若闻南阳立宗室为
帝，恐赤眉仿效我等，
复有所立。
‘天无
二日，国无二君’
，如此，
必将相争。今
王莽未灭，而宗室之间反而相互攻打
起来，定会使天下万民生疑，不知所
从，自相损伤，实非破莽良谋。况且，
首先举兵倡立名号者，鲜有能够遂心
如愿，获得成功的。殷鉴不远，陈胜、
项籍就是明显的例子。舂陵离宛城不
过三百里罢了。当初陈胜大泽乡举
义，天下响应，号张楚诛暴秦，然而终
不免败亡；
项籍有拔山举鼎之勇，
号为
霸王，杀子婴，焚秦陵，终不免身死东
城，为天下笑。与其相比，
我等今日之
功，算得了什么！若遽然尊立皇帝，
必
然成为天下众矢之的；
战胜则兵疲，
使
他人乘吾之敝，更非计之善者。为今
之计，莫若称王以号令。若赤眉所立
者贤，相率而往从之；若赤眉
无所立，破莽以后，降赤眉，削
群雄，然后尊立举贤犹未为
晚。愿各位详思熟虑。
”
众人听了刘縯一席话，
不
免心动，不少人都说：
“伯升之

推行“卖方注册制，买方会员制”，买卖双
方在“北京新发地”或“新发地”微信公众
号上进行注册，通过验证后方可进入市
场交易。
此外，为保障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市
场外新设置 1000 平方米的便民菜市场，同
步推动新发地所属 77 家便民菜店、164 辆
社区蔬菜直通车全面复市。

龙飞光武

刘秀和他的二十八将
雷雨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言有理。
”
王凤、马武也说：
“王莽未灭，
不如
暂且称王。
”
张卬、朱鲔等见势不妙，
多日心
血将功亏一篑，便煽动各营将士鼓噪起
来。张卬遂拔剑击地，大声喝道：
“疑事无
功，疑行无名。今日之议，不得有二。”刘
终、刘隆按剑斥道：
“汝不过下江军中一偏
将耳，
有主将在，
哪里轮到汝吆五喝六？
”
张卬大怒，挺剑直取刘终、刘隆。二
人拔剑相迎。刘縯喝道：
“刘隆、刘终不得
无礼！张将军也是一番美意，为了拥立宗
室，唯恐大事不成。还不退下！”说话间，
七尺玉具剑随手一挥，把张卬宝剑格开。
王匡、王凤等人见了，都过来相劝，王常把
张卬拉到一边。王匡说道：
“ 要立何人也
须有个章程。不然恐怕难以服众。不如
在白河滩上立赤黄两色旗帜各一面，欲立
伯升的到赤旗下，欲立圣公者站到黄旗
下。人多者当立，如何？”众人叫好。于是
当日在白河滩上立好旗帜。
虽经朱鲔等人多方游说，
无奈刘縯威名
素众，
赤旗下人数仍然多于黄旗下人数。关
键时刻李轶带领左军人马到来，
站
在了黄旗之下。成丹、
朱鲔、
陈牧、
廖湛等人于是齐声喊道：
“各营将士
共同拥戴更始将军刘圣公为帝，
若
有不服者共诛之！
”
在场诸将面面相
觑，
齐道：
“愿从众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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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首尔 8 月 15 日电（记者 陆睿 耿学鹏）据韩国
中央防疫对策本部 15 日通报，当地时间 14 日零时至 15 日零
时，韩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166 例。这是 3 月底以来韩国首
次连续两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 100 例。
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发布的消息，14 日韩国新增本
土感染病例 155 例，其中 145 例来自首尔、京畿道等首都圈地
区，境外输入 11 例。以首都圈为中心的聚集性感染层出不
穷，且呈现持续扩散的趋势。
韩国保健福祉部长官朴凌厚在记者会上宣布，根据当天
举行的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会议结果，政府决定从 16 日起
将首尔市和京畿道地区的保持社交距离级别提升至第二阶
段，暂定为期两周。
朴凌厚表示，政府将网吧追加列为高危场所，要求所有网
吧自 19 日起采取强制防疫措施，同时建议民众减少不必要的
外出聚会。如两周后情况继续恶化，政府或将采取关闭高危
场所的措施。

惊天大发现

吕少良刚一进站里，
情报组组长
迎上来，
说方才日军出动重兵从东郊
机场运回许多满铁货物。吕少良五
雷击顶，
意识到平野还有预案。这可
如之奈何？顾不得保密原则，
吕少良
直接给陈戈打电话。陈戈闻罢也大
惊失色，登时茫然无措，她让吕少良
先挂机，
容自己好好想想。
平野暗藏的这一撒手锏，
真令人防
不胜防。陈戈禁不住自我鼓劲：陈戈，
你可是美狄丝，是智慧女神，这时候千
万不能慌！瞅着那沓五元假币，
陈戈满
屋来回乱走，陡然眼皮一跳：如果是我
印伪钞肯定全印最大面额的，
只有那样
才最划算，而法币最大面额应为十元，
平野因何要印五元的？是想以更多面
值制造混乱，
还是——香港造币厂分包
印制的法币没十元面额，
按理十元的工
艺要比五元更复杂，
平野未能得到相应
技术，
所以伪造不出更大面额。
陈戈尖叫起来，
抄起电话让吕少良
马上查看那两箱假币是否全为五元一
张？吕少良即刻跑到机要室，
结果确实
如此。陈戈进而道：
“通知王天弓快给
南京急电，询问财政部：香港造币厂负
责印制的法币面额是多少？如果仅是
五元的，
那咱的法币还有救！
”
听到话机中陈戈粗重的呼吸，
吕少
良的心也在剧烈颤抖，
真是到了存亡一
线，
而此刻的分分秒秒，
竟是生死时速。
吕少良冲出去直奔站长室，
楼道中正撞
见站长王天弓。方才市政厅的紧急会
议，
是担心海光寺被烧后日军挑起战事，
经多次电话磋商，
日方明确表示，
他们只

破阵子
郁子 立民
抓捕叛乱的三同党，
并不存在同国府发生
军事冲突的事。既然仗打不起来，
军政要
员全踏实下来。回到站里，
王天弓头件事
是找吕少良，
质问其因何不打招呼就带人
私自行动。二人正巧遇上。未及王站长开
口，
吕少良便手举假法币疾语道：
“站长，
大
事不好，
党国要塌天了！
”
王天弓惊错地盯
着吕少良，
直至他一口气讲明情况，
再看一
眼假法币，
王站长如梦方醒。多年的为官
生涯，
王天弓走过了职场起伏，
也走过了时
代剧变。他自知不是个勤勉的官吏，
但有
一根神经非但没因麻木而迟钝，
反倒极其
敏感。这事情太大了，搞不好会亡国的。
他劈手夺下假币，
转身嚷道：
“副官，
快给我
接南京总部，
找戴老板！快！
”
长途电话接通，
里面传出值班官员不
耐烦的回复：
“都几点了？老板早走啦，
我
上哪儿给你找去？
”
王天弓抢过副官话机，
厉声吼道：
“老子是王天弓！你个混账东
西，党国生死俱在今晚，不管戴笠上哪儿
了，
我必须跟他本人通话！
”
值班官员情知
不妙，
慌忙跑去向老板禀报。待与王天弓
通完话，
戴笠愕然失色地立即联络上财政
部长。宋财长更清楚法币干系民国利害，
也骇得魂飞天外，
确切讲明：
香港造币厂专
印
“五元”
与
“贰角”
两种币值钞票，
万一渗
进间谍，
窃走的也只能是
“五元”
印造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