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运输部：保障货运物流畅通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建立全国互认通行证制度

严禁在高速主线设置防疫检测点

上海拟再开展一次全员核酸检测

依据风险程度实施差异化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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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4月8日
起，除陆地边境口岸县市外，云南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
经营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云南省文化和旅游
厅副厅长杨澄介绍，鉴于本省陆地边境口岸县市较多，外防输
入的风险和压力较大，边境口岸县市暂不恢复旅行社及在线
旅游企业经营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记者9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针
对当前货运物流存在的突出问题，交通运输部部署落实货
运物流保通保畅工作，要求严禁在高速公路主线和服务区
设置防疫检测点，严禁擅自关停高速公路服务区。要建立
统一格式、全国互认、办理便捷的通行证制度，确保通行证
全国通行。

据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交通运输部、公安部等
部门加强统筹调度，督促指导各地科学规范设置公路防疫检
查点、分类精准实施通行管控、完善货车司机服务保障，做好
医疗、民生、能源、农资等重点物资运输保障工作，并取得初
步成效。但部分地区政策落实不到位、层层加码的问题仍然
存在，长三角等部分涉疫地区物流运行不畅问题较为突出，
必须采取更加切实有效措施，着力打通堵点卡点，保证全国
物流运行顺畅，加强货车司机服务保障。

这位负责人表示，要确保坚决阻断病毒传播渠道，确保
公路交通网络不断、应急运输绿色通道不断、必要的群众

生产生活物资运输通道不断。要依法依规制定通行管控
措施，不得层层加码、一刀切，确保通行管控政策统一。要
及时为货车司机提供餐饮、如厕等基本生活服务，加密设
置核酸检测点，确保货车司机服务措施到位。要加强区域
协同、信息互通，做到统一汇总，及时发布，确保管控信息
互联共享。

这位负责人要求，要加强路网监测调度，健全部省站三级
联动调度机制，及时调度拥堵缓行收费站。要加强路网运行
信息发布，引导公众合理规划出行。要加强对各地统筹调度，
压实地方主体责任，确保各项措施有效落实，确保问题有效解
决，切实保障货运物流畅通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据了解，近期全国本土疫情多点频发，疫情防控形势严
峻、任务繁重。部分地区对货运车辆采取层层加码、一刀切的
通行管控措施，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关停，部分公路防疫检测
站拥堵，造成货运受阻、物流不畅，部分地区生产生活物资供
应受到影响，社会各方高度关注。

据新华社上海4月9日电 记者9日从上海市纪委监
委获悉，上海市闵行区3名干部因疫情防控不力被处理。

此前，4月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通报，对3名疫情防
控不力的处级干部进行免职；4月7日，上海市纪委监委
也通报了两起疫情防控不力典型问题。

多名干部因疫情防控不力被处理

据新华社电 上海网信办于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查处
网络圈群造谣行为的公告》，明确将联合公安等部门对谣言
制造者、蓄意传播谣言者一追到底、依法惩处。

上海网信部门介绍，针对前期已公开辟谣的“武警将
接管上海社区”“明天上海暂停所有团购”两则虚假信息，
经与公安部门联合溯源调查，已查实散播以上谣言信息
的网络群组和人员。依据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已协调
相关部门对“连飞互帮互助团购群”等四个群组予以封
停，对首发谣言的微信个人用户予以处罚。

严厉打击网络圈群涉疫造谣行为

据新华社上海4月9日电 记者从4月9日举行的
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上海拟再
开展一次全员核酸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分析研判，实施
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依据风险程度的大小，按照三区
（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划分原则，进行阶梯式管理。

据悉，自4月4日以来，截至4月8日24时，上海累计核
酸筛查约9527万人次，已完成检测的样本中累计检出阳性
感染者9.44万余人。筛查结果显示：近期上海每日感染人
数处于高位；浦东新区、闵行区、徐汇区、黄浦区和嘉定区累
计感染人数居于前五位。上海市疫情呈现出区域聚集性的
特点，特别是人员密集的单位、企业、老旧村居等。

目前，上海已有8个定点医院，床位数8000余张。9
日和10日两天还有一批定点医院将投入使用。已建成
100多个方舱医院，床位数16万余张。重症、儿童、血透、
孕产妇、肿瘤等特殊患者人群，收治在定点医院，其他的
轻型和无症状感染者收治在方舱医院。

据新华社电 记者9日从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4月8日16时至9日16时，北
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3例，均为确诊病例，临
床分型为轻型，朝阳区1例、顺义区2例。北京市即日起将
朝阳区酒仙桥街道二街坊升级为高风险地区，其他地区均
为低风险地区。

一个水池一不小心就成了半
个粪坑。澄清后的水质也还可以将
就，遇上下雨，污泥浊水一搅和，取
回的水不比黄河里的清。
偏是喝上浑水的日子，村民们

跟过年一样高兴，因为这时候就不
用排队背水了。排队意味着要早起，早
到鸡才叫过三遍，伸手不见五指。否
则，多打个盹的工夫，池子还在，水已没
了影踪。正因如此，二坪人用水都是眼
药般的金贵，洗完菜洗脸，洗完脸却舍
不得洗脚，因为煮猪食的大锅正虎视眈
眈盯着水盆。
学校师生和孤寡老人机几子、阿衣

支且家饮用水，由李桂林每天从一道名
为“价我阿麻”的断崖下背回。时间长
了，对于价我阿麻，李桂林又爱又恨。
爱的是，这是离2组最近的水源，饮水思
源，日久生情。恨的理由却更充分：下
雨天，黏在鞋底的稀泥有两寸厚；冬季，
水塘被冰凌包围，摔得人仰水翻是常有
的事。几乎每一次，背水上山的路上，
李桂林都在想，会不会有朝一日，二坪
人不再“闻鸡取水”。而这“有朝一日”，
究竟会是今生还是来世？
这一天早点到来，不仅想，李桂林也

在做着努力。既是乡人大代表，又是村
党支部为数不多几名党员中的一个，他
没少给乡上、村上提建议出主意。自从
学校建起来，他说得最多的就是水了。
电和路他当然也想，但那不是村上乡上，
甚至也不是县上解决得了，李桂林明白，

说了等于没说的都是废话，都是浪费口
水。然而，缺水盼水的历史若是轻易就能
改写得了，也等不到今天。

第一道难关是水源难找。山就是石
头，石头就是山，在这样的地方找水源，无
异于在沙漠中寻绿洲。资金也是大问
题。村上没有一分钱，他向乡长打报告，
乡长说，连我也是寅吃卯粮，向县财政要
两千块，墨水都要写干几大管。他一次
次提同一件事，人家一次次说同一句
话。自筹资金，乡上支过的招儿李桂林
也曾想过。然而，这句话他没敢说出
口。盐巴还要省着吃，在二坪，这句话有
些夸张，但不是太过夸张。他们不是节
约，是不得已，无奈何。节约是有，但不能
铺张，得省着用。二坪人手上没有一分
闲钱，拿什么省。李桂林的口就是被脑
子里的念头封住的：村里人已如此遭孽，
再向他们伸手，怎么开得了口？

李桂林家访时被狗追咬，这是一个意
外，也是另一个意外的开始。所拉阿麻到
三坪为李桂林采药疗伤，回来时告诉他，
就在2组正上方悬崖边，他发现了拇指粗
一股浸水（当地人把从地底冒出的水叫浸
水）。所拉阿麻激动得语无伦次，李桂林完
全能够理解。

89 二坪人缺水盼水

米万钟于万历三十八年
（1610）迁户部主事，后又至浙江、江
西、山东等地任职。他为人正直，
为政清廉，关心民间疾苦，注重文
化教育，所到之处，无不称颂，有
“水境慈母”之誉。米万钟对权奸
佞臣却刚直不阿，决不同流合污。明神
宗死后，朝政混乱，大宦官魏忠贤乘机
把持朝政，后又得明熹宗宠信，网罗党
羽，阉党爪牙一时遍布朝廷内外，要害部
门尽为其把持。许多官员趋炎附势，米
万钟则孤松独立，与阉党格格不入。宦
官前来求书画，他都一律谢绝，对炙手
可热的魏忠贤也不例外。天启五年
（1625），终因屡次发表不满阉党专政的
言论，遭魏忠贤爪牙倪文焕弹劾诬陷为
东林党魁而被削职夺籍。直到崇祯元
年（1628），魏忠贤集团溃灭，倪文焕被
处死，他才得以复职起用，任太仆寺少
卿理光禄寺寺丞事。

然而，当时的朝政已陷入极其腐朽
黑暗的境地，他忧国忧民，积劳成疾，于
是年驾鹤西归，终年59岁。

米万钟为官清正，人格高尚，身前身
后都为人敬重。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所
载一事可为佐证：“米太仆万钟勺园在畅春
园侧，卒即葬焉。迨御园成，其
家以逼近故，欲改卜，圣祖知之，
命弗迁，仍许岁时上冡。”由此可
见，连康熙皇帝也很敬重米万
钟。只不过因为诗文书画和园
林建造等方面的盛名，反而使后

人很少关注他政治方面的表现了。所以，有
人说他是一位“书名掩其政名者”。

米万钟自幼勤奋好学，又毕生手不释
卷，故博才多艺，不仅诗文翰墨驰誉天下，
在书画、石刻、琴瑟、棋艺及造园艺术等方
面亦均有很深的造诣。其一生著述丰赡，
计有《澄澹堂文集》十二卷，《诗集》十二卷，
《易经》十二卷，《石史》十六卷，《象纬兵钤》
十二卷，《琴史》八卷，《奕史》四卷，《篆隶考
伪》二卷等。

米万钟主要成就在书画方面。时人称
其“驰骋翰墨，风雅绝伦”。其书法与董其
昌齐名，时谓“南董北米”。亦有人将其与
董其昌、邢侗、张瑞图并称为“明末四大书
家”。其绘画风雅高古，气势浩瀚。徐沁
《明画录》谓“米万钟画山水，细润，精工皴
斮，幽秀渲采，备极研洁，自足名家”。
米万钟有多幅书画作品传世。除北大

珍藏的《勺园修禊图》以外，北京故宫博物
院藏有他的《竹菊图》《竹石菊花图》等。其

中有一幅书法作品，是他在一块
白绫上写的《烂柯山》绝句一首：
“双丸阅世怪他忙，为羡仙翁岁未
央。假尔片时成异代，人天却比
洞天长。”这幅作品写得笔墨飞
舞，毫无馆阁气味。

2 为官清正米万钟 20 爱埋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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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明安喝完水，发现张月霞洗
完碗筷没有进屋，便走出来，见她一
个人站在院中，就说：“月霞同志，这
么着急就想练‘唐手’啊？刚吃完
饭，还是休息一下再运动为好。”张
月霞看了一眼唐明安，没好气地说：
“什么‘唐手’，我不舒服，不练了！”说完，
也不管唐明安什么反应，径自返回屋内，
把屋门一关，再也不出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这娘儿俩怎么突然

间对我冷落起来？唐明安仔细想了一下
娘儿俩发生变化的原因，是在大婶和自
己拉家常，问到他家中的情况时。唐明
安又回忆自己来到张月霞家，她对自己
的神态和表现，心中似有所悟，便苦笑了
一下，拿出一本《孙子兵法》，坐在院子里
看起来。
张月霞回到屋中，看到妈妈坐在凳

子上做针线活，就在旁边坐下了，她一边
透过窗户看着窗外唐明安读书，一边在
想心事。“月霞，刚才吃饭前，你还在和唐
先生练功，两个人又说又笑的那个热乎
劲儿，怎么吃完饭你就不去了，坐在我身
边发呆呀？”母亲明知道女儿不高兴的原
因，却故意在问，目的是想引出她的话
语，好借机开导她一下。“妈，您别明知故
问了。刚才我在灶房洗碗，您和唐明安
的对话我都听到了，您说我都这么大了，
好不容易看中一个人，这个人还有家室，
我能高兴得起来吗？”
听了月霞的话，母亲说：“你是在生

唐先生的气吗？”月霞说：“我生得着唐先

生的气吗？我是生自己的气呀！我气我有
眼无珠，人家有家室我看不出来，还自作多
情地想去追求人家。”母亲笑了：“呵呵，傻闺
女，这你就没必要了。你和唐先生以前并
不相识，根本不了解他的情况，发生误判也
是正常的，自己生什么气呀？关键是知道
了人家已有家室，咱就得把心收回来，守
住，不能有非分之想。”母亲的话里，明显地
带着要求。月霞说：“妈，我明白，咱不能做
影响唐先生工作的事。我想休息一会儿，
稳定一下情绪，把这件事情在心里做个了
结，然后和唐先生像以前一样，仍然是一对
好战友、好同志。”说完，她就上炕休息了。
唐明安在院子里读了一会儿《孙子兵法》，
看到张月霞仍没有出屋的意思，便也回到
自己的住屋中。
吃午饭的时候，张月霞就已经恢复了常

态。她把对唐明安的爱埋在心底，仍然像对
待其他战友和同志一样的态度，面对唐明
安。唐明安看在眼里，明白在心。他尊重张
月霞做人的严谨，也在心中告诫自己，以后
在对待她的行动和表现上，一定要严肃、庄
重，不能有任何语言或行动引起张月霞的误
会、遐想。此后，两个战友在“功夫”上互教
互学，张月霞掌握了“唐手”的基本要领，唐
明安也学会了“太极八卦掌”的招式。

北京一地升为高风险地区

云南有序恢复跨省团队旅游

“四叶草”方舱医院

部分区域交付 第一时间接收患者

据新华社电 9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3号馆
改建工程完工交付，这意味着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方舱医院的部分区域已经改建完成。医疗队计划
第一时间入驻并接收患者。

根据整体设计，“四叶草”的8个展馆根据各自
条件，被改建成一层或二层的方舱，整个“四叶草”
共被改建成14个方舱，整体完工后有望提供5万张
床位。

据新华社电 自4月4日起，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部署，江苏省开始承接涉疫地区外转人员，全力以赴支
持上海抗疫。江苏分批储备了3万间隔离房间，截至4月
8日18时，已接收上海外转隔离人员5504人。

江苏已接收5504名上海外转隔离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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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供销农产品（沈阳）集配中心，沈抚新区机关

干部和社区志愿者在分拣蔬菜。

受本轮疫情影响，近日吉林省市场的蔬菜供应出现紧缺。辽

宁省商务部门组织全省各地筹集蔬菜，驰援吉林。截至4月5日，

辽宁省已组织调运3900多吨蔬菜，运送至吉林省。 新华社发

4月9日，在完工交付的“四叶草”方舱医院3

号馆内，云端智能服务机器人已经就位，即将为收

治在这里的病患提供多种服务。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太原4月9日电 山西省检察院日前发布第一
批山西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典型案例。其中一
名影音工作室老板为252名运煤货车司机伪造核酸检测报告
621份，获刑1年6个月。

山西一人伪造核酸报告获刑

■ 确保坚决阻断病毒传播渠道，确保公路
交通网络不断、应急运输绿色通道不断、必要
的群众生产生活物资运输通道不断

■ 严禁擅自关停高速公路服务区。及时
为货车司机提供餐饮、如厕等基本生活服务

■ 依法依规制定通行管控措施，不得层层
加码、一刀切，确保通行管控政策统一

美国标普

下调俄外币发行人信用评级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日在俄
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说，北约虽然否认公开参与俄乌冲突，
但实际上早就站在乌克兰一边，借乌克兰之手与俄罗斯作
战。她说：“北约在通过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延长冲突。”

俄说北约借乌之手与俄作战

据新华社电 美国评级机构标准普尔8日发布公告说，
俄罗斯政府4日以俄罗斯卢布支付了当日到期的美元计价
欧洲债券的利息和本金，由于预计投资者将不能把这些卢
布兑换成与原本应付金额相等的美元或者俄罗斯政府将
不能在30天宽限期内把这些卢布兑换成美元，因而决定把
对俄罗斯外币发行人信用评级从此前的“CC/C”级下调至
“SD”级即“选择性违约”。

聚焦“迎盛会”主线 深化“八个一”载体

（上接第1版）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为

总书记对开闭幕式亮点如数家珍深受感动。“四个仪式背
后有千千万万的幕后英雄，我们的工作能被党和国家看
到，被人民记住，感到很光荣。”
致敬人民！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中国人民爱国热情的激扬

展示。”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以一个个“广大”，讴歌和赞
颂亿万中国人民——

他们中有赛场拼搏的运动员、教练员，有夜以继日奋
战一线的场馆建设者，有服务周到的志愿者和工作者，有
守护涉奥人员健康的医疗防疫人员……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点点星光，照亮银河。
正是一个个参与者的杰出贡献，才成就了冰雪盛会的

卓越精彩。
“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

来”。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并阐释北京冬奥精神。
这是中国人民精神风貌的时代写照，也是中华民族开

创未来的精神财富。
圆梦冬奥会，一起向未来。
代表清华大学冬奥志愿服务团队从总书记手中领过

奖牌的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学生党张弛，对总书记在大
会上讲的“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印象深
刻。“这是我们作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应该努力做到的。
我们一定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心系祖国，志存高远，为祖
国和人民作出应有贡献。”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上接第1版）
据悉，按照“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数字化、品牌化”

的工作思路，蓟州区还细化分解工作任务，明确时间表、作
战图，制作《任务清单台账》，排定25项重点任务和51项具
体措施，定责任领导、定岗位责任人、定工作进度，抓紧抓实
抓细全员任务清单责任，并作为全年主题学习宣传教育实
践活动工作的总抓手、军令状，真正形成分兵把守、强力攻
坚的工作合力，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作风开展好主
题学习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工作。

圆梦再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