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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丰台分局右安门派出所民警傅
天雷，是首都第一批“穿警服的副书记”。
疫情发生以来，傅天雷日夜奔走，为辖区群
众筑起抵御疫情的“铜墙铁壁”。

深夜里，护送医护人员回宾馆休息；寒
风中，在社区卡口为居民答疑解惑；烈日
下，组织群众有序接受核酸检测；雨季里，
为社区修起“安心路”。
“每晚下班看着那闪烁的红蓝警灯，就

像深夜里的一道光。”护士们说。
红，是热烈与忠诚；蓝，是坚定与深

沉。两抹颜色的交织，是宁静祥和的交响。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江城武

汉猝不及防。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中
南警务综合服务站站长刘俊，连续奋战一
线70余天，没有回过一次家。
“人生就是要不断超越过去，挑战未

来。”曾独自驾驶摩托车穿越罗布泊的他，
自学警务英语，经遴选先后两次赴非洲利
比里亚参与维和任务。

勇毅果决、无惧无畏，钢多气硬、挑战
自我，是一线民警的共同写照。

在刑侦战线摸爬滚打30年的张岩，是
河北省秦皇岛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
“燕赵名探”。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每个重
大刑事案件的侦破现场，都少不了张岩的
身影。队友们称他为“主心骨”“扛旗者”
“领军人”。

他很硬气，喜欢啃“硬骨头”。然而，
2020年8月，硬汉张岩被确诊胰腺癌，且
已肝转移。

确诊之际，他告诉医生，自己还有很多
没完成的任务、未交接的工作，希望等国庆
节后处理完再来住院。
“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也想留

下最勇敢的身影。”他说。
从一片初心到一生恒心，无数基层民

警，以赤色的忠诚、无悔的付出，书写一曲

大爱的生命之歌。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内蒙古巴

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甘其毛都口岸，昼夜
温差20多摄氏度，全年风力6级以上。
巴彦淖尔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甘其毛都

大队公路巡逻一中队中队长斯日古楞在这
里工作了10年。
让中蒙两国司乘人员平安回家，是他

最大的心愿。“晴天一身灰，风天满嘴煤。”
经年累月，煤灰、粉尘严重侵蚀着斯日古楞
的呼吸系统，2010年做了鼻、喉、肺联合手
术后，他丧失了嗅觉。
口岸每一条道路上、每一个蒙古包里，

都留下了斯日古楞坚毅的身影。他是一棵
树，扎根了。
辽宁锦州，也有温暖在流淌。
郊区两间小土房，刘家老少5口，病的

病、小的小，挤在不到30平方米的空间里，
靠拾垃圾和租种2亩菜地维持生活。
1998年，在部队服役的陈帅开始了

对这一家人的帮助。春耕了，他买来菜
种，施肥、耕种；夏天热了，他买电扇、拉
防晒网防暑降温；入冬了，他送去旧军
装、被褥和煤炭；搞养殖，他出钱，帮着盖
大棚、买猪仔……
自2004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公安机

关，身为锦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特警突
击队大队长，他带领尖刀力量，筑起人民群
众的安全屏障。
“把最简单的事情做好就不简单，把最

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陈帅说。
正是一件件简单平凡的小事，织就了

无比坚硬的盔甲，为人们抵御了现实的风
寒和生活的不易。

在帮助73岁的“流浪汉”王某利解决
落户问题后，因其无法想起生日，浙江省长
兴县公安局虹星桥派出所民警沈云如为他
选择了7月1日作为出生日期。
“这是党的生日，也是我重生的日子。”

王某利说。
“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对于户籍

民警沈云如来说，这句话意味的是，让没有
户口的弱势人员拥有户口，得到医疗、低
保、养老等社会保障。

坚守边疆 17 年，扎根公安基层 20
年。沈云如一颗红心向党，使命情怀在肩。

这一片坚贞的红心里，也跃动着青春
的力量。

1985年出生的宣恒，被誉为情报尖
兵，也是寻亲达人。

身为安徽省宣城宁国市公安局情报大
队副大队长，他依托“大数据+网格化”优
势，每天处理数以万计的涉“疫”数据，保障
了全市疫情传播扩散“零发生”。

2015年以来，宣恒成为打拐防拐志愿
者，助力120多个失散家庭团圆，帮助180
余名残障人员找到家。

让爱照亮回家之路的，还有41岁的河南
省南阳市公安局情报指挥联勤中心民警肖振
宇。2017年，他加入寻亲志愿者团队，参与

公益寻亲600余次，帮助500多个家庭圆梦。
走失10年的新疆女孩得以与家人团聚，

一名云南女子被拐21年后得以回家，未出生即
遭遇离别的女儿在父亲节与生父团聚……一
个个悲喜交加的团圆故事，凝聚着肖振宇每一
次争分夺秒的付出和寻找蛛丝马迹的执着。

宣恒与肖振宇身后，成千上万的公安民
警和志愿者为着“天下无拐，无失无孤”而拼
尽全力。

同样拼尽全力的，还有福建省泉州市公
安局刑侦支队四大队副大队长苏海福。

这位扫黑先锋的办公室，总是放着装有
换洗衣服的背包，随时准备出发。

42岁的苏海福，善于在纷繁的侦查信息
中抽丝剥茧，他思维缜密，与犯罪嫌疑人斗智
斗勇，一次次突破他们的心理防线。而他的
身心，也经历着高强度、重压力的考验。

2019年12月26日，在案情分析会上，苏
海福突然咳出两百多毫升的血。谁也想不
到，治疗痊愈出院后，他随即投入工作。

支撑起疲惫身心的，是矢志不渝的情怀、
坚韧不拔的力量。

1982年出生的贾铭毅，已在打击犯罪一
线奋战了16年。他是战友眼中的“铁人”，是嫌
疑人眼中的“多面人”，是群众眼中的“神探”。

2018年春节，万家团圆之际，为缉捕一
名重要嫌犯，贾铭毅和战友坐上了南行的飞
机；除夕夜，他与战友在蹲守中度过；正月初
三凌晨，嫌犯归案。

无论是穷凶极恶的杀人、放火、绑架、爆
炸等严重暴力犯罪，还是盘根错节、嚣张跋扈
的黑恶势力犯罪，他们身先士卒，冲锋在前。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我们书写他们，
因为他们与人民心心相印、血脉相连。

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我们歌颂他们，
因为他们紧握正义的利剑，一往无前。

在充满艰辛和未知的道路上，人民警察
步履铿锵，信仰弥坚……

据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恰似一团星火
——2020年“最美基层民警”群像（上）

他们是和平年代的一团星火，聚拢于人民身边，在漫长的岁月
里，守人民安宁，护社会安稳。
他们以“最美”的身体力行，诠释着人民警察的使命担当。青蓝

战袍，奔腾着无穷尽的力量；金色盾牌，闪烁着新时代的警魂。

新华社贵阳1月16日电（记者 汪军、
施钱贵）记者从贵州省人民检察院获悉，针
对发生在沪昆高速贵州省麻江段的“大巴车
司机被乘客袭击案件”，贵州省麻江县人民检
察院近日派员对该案开展提前介入工作。

1月9日，一辆从福建省福州市开往贵
州省六盘水市的省际长途客车行驶在沪昆
高速贵州省麻江段时，乘客蔡某某突然取
下车上敲击车窗玻璃的安全锤，走到驾驶
区猛击驾驶员头部，驾驶员头部被钝器损
伤，当时车速达74公里/小时。驾驶员忍
住剧痛将车辆安全停下，袭击驾驶员的蔡
某某被控制。

由于驾驶员处置妥当，车上乘客全部
安全。麻江县公安局接警调查后，对嫌疑
人蔡某某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立案并对其执行刑事拘留。记者了解
到，车辆核载39人，实载39人（含2名驾驶
员），全程驾驶员没有和施暴乘客发生口角
和争执。驾驶员头部被安全锤砸伤，3处
伤口共缝合13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1月16日，市民在江苏省扬州市曲江商品城选购新春饰品。春节临近，年味渐浓，年货
市场一片红火景象，不少市民选购春联、灯笼等迎接新春佳节。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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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车司机被乘客袭击案件”

贵州检察机关提前介入

聚焦疫情防控

据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记者王
君璐）记者从北京市了解到，北京市要求
持续加强入境进京人员管控，在严格落
实“14+7”医学观察措施基础上，再增加
7天健康监测。

会议强调，要持续加强入境进京人
员管控，在严格落实“14+7”医学观察措
施基础上，再增加7天健康监测。加强

集中观察点防疫管理。严格封闭管理区域
医学观察措施，加大人员、环境核酸筛查频
次，解封必须经过审慎评估。严格落实农村
地区防控指引和“防控20条”，建立市、区、
镇、村四级防控责任体系，把城乡接合部作
为防疫和监督检查的重点，严控农村聚集性
活动，强化小诊所、小药店、小饭桌等重点场
所监管，对非法经营严格清理整顿。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6日通报，1月15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3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5例（上海

7例，天津3例，四川2例，湖南1例，重庆1例，陕西1例），本土病例115例（河北90

例，黑龙江23例，北京2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当日新增治愈出

院病例18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053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增加12

例。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281例（其中重症病例2例），现有疑似病例1例。累

计确诊病例4489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4208例，无死亡病例。

据新华社石家庄1月16日电（记者李
继伟、巩志宏）记者16日从河北省南宫市委
宣传部获悉，经过5天星夜奋战，南宫市已经建
成首批1500套集中隔离房。南宫市集中隔离
房每间面积为18平方米，配备了单人床、电暖
气、马桶、洗手盆等设施，被子、牙膏、牙刷、热水

壶等生活用品以及无线路网络也一应俱全。
据悉，定点隔离是切断疫情传播途径

的关键措施之一，南宫市根据疫情防控需
要，计划建设隔离房一共6处，共计6500
套。目前首批1500套已经全部建成，剩余
预计一周内将全部完工。

5天1500套
河北南宫集中隔离房建设再现中国速度

入境进京人员在“14+7”医学观察基础上
再增加7天健康监测

据新华社大连1月16日电（蔡拥军张
博群）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赵连16日
在大连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说，
大连市11个中风险地区于16日0时下调
为低风险地区。

赵连说，大连市金普新区先进街道金润
小区B区等11个中风险地区，至2021年1月

15日24时已至少连续21天无新增本土确诊
病例，且社区居民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经报请辽宁省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总指挥部批准同意，以上
11个中风险地区于1月16日0时下调为低风
险地区。其余5个中风险地区将按照标准，经
批准同意后，逐步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中风险地区还有5个
大连11个中风险地区降为低风险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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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出现一无症状感染者传播数十人的“超级传播链”引
发关注。这起超级传播事件中，感染者绝大多数是老年人、参
加培训、有关方面多次寻找公共交通工具密切接触者等细节，
对各地织密疫情防控网发出警示。
一方面，对人员聚集要确保依法依规、可防可控，特别

要做好老年人防疫工作。根据通报，上述无症状感染者曾
与长春、通化两地两场培训有密切关联，且涉及培训的感
染者大多是老年人。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么多老人感
染，这些培训开班授课是否合规合法，培训内容是否涉嫌
传销？针对这些舆论关注的热点，有关方面要尽快进行调
查并举一反三。要加强对老年人疫情防控知识的宣传，关
注老年人的现实需求，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同
时，及时向社会进行通报，防止谣言满天飞，最大限度减少
社会恐慌情绪。
另一方面，严格落实公共交通工具等重点场所和设施的

防疫举措，坚决纠治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吉林多地多次
发布寻找公交车等交通工具密切接触者的通告，意味着有关
方面并不全面掌握乘客信息。实际上，一些地方虽有规定，但
由于防控形势一段时间内逐渐向好，公交车等一些公共交通
工具和一些公共场所在运行中放松了警惕，没有很好地落实
扫码登记、测温等程序。相关规定形同虚设，会给寻找密切接
触者带来不少困难，不利于尽早控制病毒传播。
目前，吉林通报病例的流调溯源工作正在持续展开。期

待各地能从吉林这起超级传播事件中汲取教训，把各地的疫
情防控网织得更牢更密。 新华社长春1月16日电

国际新闻

德国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16日举行选举，59岁的北
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阿明·拉舍特当选为党主席。图为1月16日
在德国首都柏林拍摄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当选主席阿明·拉
舍特在基民盟线上党代会上讲话的视频直播画面。 新华社发

拉舍特当选德国执政党主席

印尼西苏拉威西省当天凌晨发生的6.2级地震已致42人死
亡。图为1月15日，在印度尼西亚西苏拉威西省首府马穆朱，救
援人员在地震搜救现场搜救。 新华社发

印尼地震死亡人数升至42人

新华社拉姆安拉1月15日电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5日晚在
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签署总统令，确定举行全面大选时间表。
全面大选将包括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总统选举和巴勒斯坦解
放组织（巴解组织）最高权力机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选举。

根据总统令，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总统选举和巴勒斯坦
全国委员会选举将分别于5月22日、7月31日和8月31日举行。
投票将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所有行政区进行。

新华社马尼拉1月16日电（记者 袁梦晨 杨柯）近日，包括总
统杜特尔特在内的多名菲律宾官员公开表态，认为中国新冠疫苗
安全有效。杜特尔特13日晚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菲政府计划采
购的中国新冠疫苗质量好，“如果他们的新冠疫苗不足够安全可
靠，那中国是不会冒险（生产这些疫苗）的”。杜特尔特说，菲律宾
计划采购的新冠疫苗运抵后，军人、警察、医务工作者、高风险人群
等将率先接种。

菲律宾总统发言人哈里·洛克14日在总统府新闻发布会上
说，中国国药集团和中国科兴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采用了灭活疫
苗技术，灭活疫苗的技术路线稳妥安全，“我愿意选择接种中国的
新冠灭活疫苗”。

菲卫生部近期表示，菲政府正在同多国制药公司商谈购买新
冠疫苗事宜，已与中国科兴公司达成采购意向，计划从科兴采购
2500万剂新冠疫苗。菲律宾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说，已收到科兴公
司提交的新冠疫苗紧急使用申请，预计最快在2月给予紧急使用
许可。

菲政府应对新冠疫情总协调人兼新冠疫苗主管卡利托·加尔
韦斯14日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菲律宾疫苗专家认为中国
科兴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是安全可靠的。他说，无论哪款疫苗最
先运抵菲律宾，他本人都愿意第一个接种。

巴勒斯坦总统确定大选时间表

首批百万剂中国新冠疫苗运抵塞尔维亚

菲律宾总统认为中国新冠疫苗安全有效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月16日电 首批100万剂由中国国药集
团生产的新冠疫苗当地时间16日上午运抵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
莱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卫生部长隆查尔以及中国驻塞大使
陈波前往机场迎接这批疫苗。

武契奇在迎接仪式上说，这批疫苗是塞中两国“伟大友谊的证
明”，将为50万人提供保护。他同时宣布，自己也将接种中国疫
苗。武契奇说：“我相信中国疫苗的质量。”

陈波表示，中国是首个承诺把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
国家。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疫苗附条件上市仅16天，首批疫
苗就已经运抵塞尔维亚，表明中塞两国正携手抗击新冠病毒。她
说：“我相信，中国疫苗将为塞尔维亚抗击新冠疫情作出贡献。”

目前，塞尔维亚新冠疫情形势仍较为紧张。塞卫生部15日公
布的数据显示，该国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751例，累计确诊
369823例，累计死亡3708例。

据当地媒体报道，塞尔维亚已经和多家疫苗厂家达成800万
剂新冠疫苗的采购协议，采购包括中国国药集团疫苗、俄罗斯“卫
星V”疫苗以及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
合研发的疫苗。

新华社华盛顿1月15日电（记者徐剑梅 邓仙来）据美国《纽
约时报》日前报道，2020年3月新冠疫情在美全面暴发迄今，美国
至少61名现任国会议员确诊或疑似感染新冠病毒，超过美国国会
议员总数的十分之一，这显著高于美国全国平均感染率。

报道说，这些国会议员中，44人为共和党人，17人为民主党
人。其中有几位议员尚未得到确诊。目前全美新冠病毒平均感染
率为6.5%。

报道说，1月6日国会山骚乱事件发生以来，已有6名国会议
员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当时许多议员躲在一处，其中一些
人没有戴口罩。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3日发布的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显
示，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300万例。美国是全球累计确诊病例
数和累计死亡病例数最多的国家。

美国会议员新冠感染率高于全国平均数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老中医》第 36、
37集 翁泉海和高小朴讨
论医书，不断改进药方，对
祖传医方也敢于质疑，还
将一翁家祖传秘方赠予赵
闵堂，此时，翁父却病危
了。翁父用眼神嘱咐了全
家，含笑九泉。翁泉海找
赵闵堂切磋祖传医方的错
漏，赵大夫怕欺师灭祖，不
敢改动丝毫，翁泉海恳切
希望他能助一臂之力，改
进秘方……

天津卫视19:30
■《远方的山楂树》第

14、15集宋赫男带着彭天
翼判刑的消息来找秦支书，
希望秦支书能够帮帮彭天
翼，但秦支书对这件事也是
无能为力。青年点里，那云
花将蒋欣童获选的消息告
诉了大家，知青们都祝福蒋
欣童，就在众人唱歌欢庆的
时候，宋赫男回来了，把彭
天翼被判15年的事情，告
诉了大家……

天视2套 18:25
■《飞虎队》第6—9

集刘洪等人的义合炭厂成
立，金山前来祝贺，并提出
入股，要求高额分成，大家
对此意见不一，刘洪认为金
山的提议虽然让他们少赚
了钱，但有了这层保护伞，
却可以方便开展其他的活
动，于是答应下来……

天视3套 19:20

■《憨妻的都市日记》
第4、5集多日来，牛胜利
在家中被父母搅和得睡不
了觉，上班时间锁在办公
室里蒙头大睡，对公司事
务不闻不问。牛氏菜业上
下乱了套，不仅合同没人
签，贷款拖欠不还，连大棚
里的蔬菜都蔫了。陈娅菲
心急火燎地敲开牛胜利的
办公室……

天视4套 21:10
■《今日开庭》25岁

的张辉结婚后可以说对自
己的老婆是百依百顺，但是
有一天，他看到开着玛莎拉
蒂的王华走进了自己家门，
并且还给自己的老婆送了
一个钻石，这下张辉忍不住
了。在王华走后，他询问自
己的老婆，但是他的老婆支
支吾吾答非所问，张辉觉得
自己遭遇了背叛，他便下楼
追赶王华……

天视6套 18:00

■《相声大会》竞演
第一季迎来总决赛。四组
相声人一路披荆斩棘，拿
基本功考较，用新作品切
磋；到底哪对搭档能将总
冠军斩获囊中？是一路稳
扎稳打的老大哥许健、谷
宗翰？才华横溢的创作才
子李寅飞、叶蓬？帅气清
新的基本功顶配窦晨光、
常鹏旭？还是空降的“黑
马”马驰、康云飞？总冠军
争夺战就在今晚。

天视2套 21:05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老中医

（36、37）
天视2套（103）
18:25 剧场：远方的

山楂树(14、15）21:05相
声大会

天视3套（104）
17:40 剧场：好妻子

(17-18)19:20剧场：飞虎
队(6-9)22:15剧场：东北
剿匪记(43-44)

天视4套（105）
21:10 剧场：憨妻的

都市日记（4、5）
天视5套（106）
19:30 CBA 常规赛

天津VS广东
天视6套（107）
18:30警方报道19:00

我们同行19:20 法眼精编
20:10 百医百顺

天津少儿（108）
19:33 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怪兽计划》
（25-32）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