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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田勘
中国铅球选手巩立姣出战 2020 东京
奥运会女子铅球决赛，以 20 米 58 的个人
最好成绩为中国队再夺一枚金牌。这是
中国田径队本届赛事获得的首枚金牌，
也
是中国代表团本届奥运会获得的第 22 枚
金牌。
对于 32 岁的巩立姣来说，这个奥运
金牌是迟到的金牌。在此之前，巩立姣
几乎拿遍除奥运会金牌以外的所有比
赛金牌，曾获得 2008 年北京奥运会铜牌
和 2012 年伦敦奥运会银牌的她，就差一
块奥运会金牌。巩立姣多次提到，
“没
什么比梦想更值得坚持”，这是她的座
右铭，这个座右铭让她今天终于圆梦。
尽 管 是 迟 到 的 冠 军 ，但 还 是 收 获 了 冠
军，体现了一分汗水，一分收获的自然
之道。
同样获得这样收获的是参加了三届
奥运会的 37 岁的举重老将吕小军。7 月
31 日，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 81 公斤级决
赛中，吕小军以总成绩 374 公斤的成绩夺
得冠军，
其中抓举、
挺举、
总成绩均打破奥
运纪录，
获得中国代表团本届奥运会的第
21 金。
耕耘和收获在一般情况下呈正比，
这
也是巩立姣和吕小军在坚守和永不放弃
之下获得的回报。但是，
耕耘和收获对于
一些人也并不会那么公正，
而且呈现一种
死结，无论多么努力和刻苦，无论怎样坚
守，无论洒了多少汗水，都无法获得自己
想要的和举世公认的冠军或成就。这方
面最有名的就是
“千年老二”
李宗伟。
在
“既生丹何生伟”
的环境和际遇下，
李宗伟参加了 3 届奥运会，但 3 次都屈居
亚军，
无法圆梦。李宗伟的遭遇让世人也
感到了自然之道并不总是公正和公平，
但
事实是，
世界上真的没有完全的公平和公
正。不过，
这也只是表面上的。自然之道
其实会以另外的方式弥补一个人的努力、
汗水和辛勤付出。
李宗伟最终都没有得到迟来的奥运
冠军，
但是他又的确拿到了世界第一。李
宗伟曾占据男单世界第一位置长达 349
周，为羽坛最长纪录，出战的频率和冠军
总数比林丹还要多。也就是说，
他是实际
上的世界第一和冠军。
李宗伟的努力和付出虽然没有获得
奥运冠军，但是他又赢得了人心。当然，
即便奥运冠军永远都不会到来，
李宗伟获
得的回报也是巨大的，
就是把胜者为王改
写为了“败者为王”，而且，这样的改写对
于未来所有为了事业坚持不懈的人都是
适用的。败者为王本质上也是在说，
即使
失败，
它在一个人生命中也会凿刻下深深
的痕迹，
将会是光荣的印记。无论未来走
到哪里，都会像一个充满斗志的战士，不
断征战。无论面对什么状况，
永远都知道
要怎样重新再出发。
李宗伟的际遇正是如此，
他获得了成
功的转型。早在 2011 年的时候，李宗伟
就为自己安排了退役之后的道路——进
军房地产领域，
他甚至用自己的名字注册
了一家房地产公司，
名字就叫宗伟屋。加
上开球馆和为世界名牌产品，
如为尤尼克
斯代言，李宗伟的身家已超过 7500 万美
元（约 5 亿人民币）。这也是自然对其努
力和汗水的回报。
迟来的冠军是对一个人坚持不懈、
永
不言弃的回报，
如巩立姣和吕小军。但败
者为王和失之东隅，
收之桑榆也是对一个
人辛劳付出的回馈。只要奋斗过，
就会有
收获；
只要耕耘过，
就会有果实，
而且是迥
异于第欧根尼不让亚历山大挡住其阳光
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和收获。

长途客车疫情防控
必须时刻绷紧弦
上坡仁
近期，江苏南京、湖南张家界等地出
现确诊病例，国内疫情防控形势陡然严
峻，疫情出现反弹，暴露了防控工作存在
的疏漏，
再次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我在外地工作，
经常乘坐跨县运营的
长途客车，
发现这种交通工具上的疫情防控
工作存在不容忽视的隐患，
亟待堵塞漏洞。
相对来说，车站的防控措施比较严
谨，乘客需佩戴口罩、验码测温才能由此
上车，而一些中途上车的乘客则有空可
钻。这种长途客车途经很多村镇，
沿途不
设固定车站及候车室，只要路边有人候
车随时招手即停，不管乘客是否佩戴口
罩，
一律来者不拒，
且不验码测温。
疫情防控工作任重道远，
来不得半点
麻痹懈怠，稍有疏忽就可能付出惨重代
价，以致前功尽弃。所以，即便已经接种
疫苗也不能掉以轻心，
只有随时随地都保
持高度警惕，才能不让新冠病毒乘虚而
入。而长途客车作为人员复杂的公共交
通工具，
更应时刻绷紧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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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措施要突出快狠严
今日社评

迟来的冠军和
永远无法获得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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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 日，北京市第 228
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召
开。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
任庞星火介绍，8 月 1 日 0 时
至 16 时，本市新增 2 例京外
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和 1 例无症状感染者，均
为湖南省张家界返京人员，
来自同一家庭。
（相关报道见 A6 版）
近期，
国内多个地区相继发生聚集性
疫情。本市再次出现京外关联本地病例，
疫情形势严峻复杂，防控压力持续增大。
目前已有包括江苏、湖南、河南在内的 14
个省份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或无症状
感染者，7 月全国累计报告新增本土确诊
病例，
接近此前 5 个月的总和。
近期不断发生的聚集性疫情，
暴露了
一些地方
“外防输出、
内防反弹”
工作的薄
弱环节。首先暴发疫情的南京禄口机场
在垃圾处理、机场清扫、货仓清扫等方面
存在防疫漏洞，
导致疫情流入。郑州疫情
则源于定点收治医院内部，
这更是对疫情
防控重要关口和主要阵地的失守，
性质非
常严重。
举一反三、查找漏洞、扎紧篱笆。全
面升级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防
控措施。提升进京管控等级，严控中高

面对传播速度快的变异毒株，我们的防控措施更要
突出快。要做到出手快、响应快、决策快、处置快，确保应
急响应和处置措施跑在病毒前面。除了“快”，还要做到
“狠”和“严”。要管控狠，第一时间开展重点人群、重点场
所的排查和管控。要措施严，筑起严密的防火墙，果断扩
大包围圈，加大排查、筛查范围，坚决不放过一个潜在的
感染者，确保将传播风险尽快控制在管控范围之内。
风险地区人员进京，对出现病例地区的
人员限制进京，暂停来京航班、列车、客
车班线。强化进京通道管控，铁路、民航
和公路检查站严格查验。做好来京就诊
人员筛查，落实防疫措施。各级各类医
疗 机 构 履 行 院 感 防 控 责 任 ，确 保 不 出
事。提前研究秋季开学防疫工作，确保
师生和校园安全。
疫情已进北京，
警钟再次敲响。本轮
疫情来势汹汹，
除了一些地方
“外防输出、
内防反弹”工作出现问题，客观上也与目
前传播的毒株主要是德尔塔变异株有
关。德尔塔毒株具有病毒载量高、
传播能
力极强等特点，对防控工作构成更大挑
战，过去每 4 至 6 天会增加两到三倍的病

人，现在大概 3 天时间就有五至七倍的病
人出现，
感染德尔塔变异株还让患者的住
院风险大增。
面对传播速度快的变异毒株，
我们的
防控措施更要突出快。要做到出手快、
响
应快、
决策快、
处置快，
确保应急响应和处
置措施跑在病毒前面。除了
“快”
，
还要做
到
“狠”
和
“严”
。要管控狠，
第一时间开展
重点人群、重点场所的排查和管控，确保
在最短的时间切断传播途径。要措施严，
筑起严密的防火墙，果断扩大包围圈，加
大排查、筛查范围，坚决不放过一个潜在
的感染者，
确保将传播风险尽快控制在管
控范围之内。
北京连续出现京外关联本地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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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风险就在我们身边。全市要严格落
实疫情防控的“四方责任”，增强全社会
防控意识，在暑期旺季要加强进出京旅
游管理。公园、景区、商场、超市、影剧
院、酒店、交通场站等公共场所，要严格
落实限流、测温、验码、佩戴口罩等防疫
措施。
疫情就是命令。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安全和首都安全，人人有责。鉴
于近期国内疫情，建议市民非必要不出
京、非必要不出境，不去国内中高风险
地区及有病例报告的地区、旅游热点地
区旅行或出差。要落实“谁申请、谁负
责”
“ 谁审批、谁负责”要求，严格进出京
管理。近期有南京、张家界、郑州等中
高 风 险 地 区 旅 居 史 、密 切 接 触 史 的 市
民，务必主动报备，不得迟报、漏报、瞒
报、谎报。
疫情仍在全球扩散蔓延，外部风险
因素没有解除，
“ 外防输出、内防反弹”
始终是重中之重。要吸取近期一些地
方发生疫情的教训，决不能让疫情防控
层层失守的情况再次发生。一旦出现
疫情“苗头”，必须快一些、严一些，该停
就停、该封就封，要全方位采取措施，防
患于未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不能有缺口，不能有
短板。

纪监监督靠前发力是防疫补漏关键一招
据 7 月 31 日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新闻发布会消息，目前已经有 14 个省
份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
者。对此，各地纪检监察机关闻令而动，
下沉抗疫一线深入开展专项监督检查，督
促推动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落到实处。
由于目前传播的新冠变异病毒德尔
塔毒株，具有传播速度快、体内复制快、转
阴时间长等特点，引起多地高度重视，防
疫措施迅速收紧。譬如，北京市疾控中心
建议市民“非必须不出京”
“减少不必要聚
会”；广东疾控中心提醒居民，近期返粤后
主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虽说各地疾控部门是疫情防控“主力
军”
，
但是更需要多个部门根据各自职责进
行密切配合。其中，
纪检监察机关也是防疫
力量不可缺少的一员。去年疫情防控中，
各

地纪监部门既是“监督员”也是“防疫员”。
最近，
各地纪检监察机关又冲上一线。
比如，湖南株洲发生疫情后，株洲市
纪委监委迅速成立疫情防控监督检查组，
深入一线，督促相关地方和市直职能部门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再比如，厦门发现确
诊病例后，该市思明区纪委监委闻令而
动，抽查辖区防疫隔离酒店工作情况，现
场要求专班人员立行立改……
这些例子说明各地纪检监察机关不
仅闻令而动、积极作为，而且是深入防疫
一线靠前监督。从“现场要求专班人员立
行立改”这个细节来看，纪检监察机关靠
前监督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某些场所某些
环节的防疫漏洞是重要补充，对整个防疫
大局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纪检监察机关的主要职责之一是履

行监督责任，具体包括纪律监督、监察监
督、派驻监督等。同时，又有审查调查、执
纪问责等职责，这意味着纪检监察监督对
公职系统具有极强的威慑力。体制内外
监督难以发现的某些问题，往往都能被纪
监监督及时发现。
拿防疫来说，要确保相关部门、公职
人员在防疫中尽职尽责，离不开纪检监察
机关的介入和监督。据悉，此轮疫情是从
南京禄口机场外溢的，对此，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官网最近发布文章《防疫漏洞尽快
补》，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一种“靠前
监督”
，
作用不容忽视。
上述文章指出，倘若南京禄口机场能
够及时认真落实举措，又何以在疫情防控
中轻易“失守”？这种观点可谓是一针见
血。假如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及时介入监

疫情是魔鬼，既凶残又狡猾，这次“德
尔塔”又给予了证明。根据专家介绍，
“德
尔塔”对身体的适应力增强，传播速度比
较快，病毒的载量比较高，治疗时间比较
长，容易发展成为重症。对“德尔塔”的深
入研究正在进行中，这主要是科研人员的
事，一般人有心帮忙也是无能为力。对于
一般人来说，最应该做的也是最能做的就
是不给“德尔塔”接触的机会。不管什么
毒株，总需要载体传播，只要切断传播链，
也就失去了肆虐可能。
“德尔塔”看不见，
是否被感染也没有写在脸上，好的办法，
就是精准防控，
严密布控。
各地的防控形势不尽相同，执行的防
控政策也不尽相同，但总的原则应该是减
少不必要活动。虽然减少的程度和幅度
也不尽相同，可以肯定的是，不少习惯需

要改变，不少安排只能放弃。北京明确，
本市报告确诊病例所在街道和单位人员
原则上不允许出京，如需出京，须持“健康
宝”绿码和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建议市民朋友近期减少出京，以京郊和中
短途旅游为宜，以室外活动为主……这么
做不仅是对大局负责，也是对每个人的生
命健康安全负责。
减少不必要活动，意味着要有更多的
时候宅在家里。对此，不要消极观望，完
全可以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多做一点有意
义的事情。即便宅在家里，也不能被手机
支配和绑架，不能迷信手机。一片众声喧
哗当中，要避免“信息茧房”，警惕“谣言当
家”，防止被“竞争性真相”
“虚构式信息”
迷惑和绑架，多从权威渠道了解权威声
音。要学会
“放下手机”
。

美式媒体魔术，一戳就穿帮
美国媒体彭博社前不久煞费苦心，设
计出美国排名第一的“全球抗疫排名”，在
众目睽睽下，在真相世人皆知的情况下，
“美式媒体魔术”
还敢如此变，
令全球错愕。
在相当长时间内，作为全球医疗技术
最发达、医疗资源最丰富、医疗护理能力
最强的国家之一，美国却一直是全球新冠
确诊病例最多、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在
新冠患者死亡率、新冠检测阳性率等关键
指标上，美国均表现极为糟糕。美国政府
抗疫工作暴露出应对严重滞后、指挥混
乱、无视科学、误导民众、资源协调不力、
破坏全球抗疫等诸多问题，
广受诟病。
正如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
所所长安东尼·福奇此前所说，数据不会
说谎，美国确实是世界上新冠疫情最严重
的国家。
就在彭博社将美国评为“抗疫第一”
之际，
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超过 3400
万例，累计死亡超过 60 万例。美国 50 个
州中有 40 多个州疫情呈反弹之势，变异
病毒在美国加速传播，疫苗接种遭遇瓶
颈，
防疫
“政治化”
等老问题依然凸显。
疫情暴发一年多来，美国多家媒体和
机构发表报告反思指出，美国社会的撕
裂、政治的分化、科学边缘化损害了抗疫
能力。美国政府的系统性失误以及不作
为，使美国失去减缓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机

乔杉

减少不必要活动，尤其是因为防疫需
要宅在家里，肯定会带来一些不便。对于
个人来说，要从大局出发给予理解，主动
疏解，尽量化解。对于有关方面来说，也
要做好各种准备，应对疫情防控的需要。
比如说，办事的问题，要下决心加快推广
互联网政务，把更多的事项移到网上，真
正实现
“让数据多跑腿，
让群众少跑路”
。
减少不必要活动就是最好的抗疫行
动。在疫情面前，千万不能有任何麻痹
心理、侥幸心理。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
健康提示，市民接种疫苗后仍需做好个
人防护，体现的正是这一点。事实也证
明，切实做好防护，能够大大减少感染的
风险。反之，如果个人不加以重视，那么
疫苗再发达，不管接种什么疫苗，也未必
有用管用。

新华社记者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25日表示，
美国正沿着
“错误方向”
发展
摄影/新华
会，不仅造成疫情在美国本土传播肆虐，
也给世界其他国家疫情防控带来极大破
坏和挑战。
根据多家媒体复盘的美国疫情时间
线，疫情暴发后，美方一些官员不仅对各
种科学警告置之不理，刻意淡化疫情风
险，一些政客甚至排斥专业人员和专业
意见，多次宣扬违背科学的虚假防疫信
息误导民众。无视科学的恶果，是让美

丰收

督，或许不至于失守。可见，一旦缺少纪
监监督，本该把好的关口，非但没有阻击
疫情，
反而成为防疫漏洞。
所以，人流量大的机场、火车站等场
所，急需要补上防疫漏洞。为避免某些防
疫关口“失守”，纪监监督靠前是十分必要
的，也是防疫补漏的关键一招，因为这一
招能倒逼相关公共场所、有关部门落实防
疫责任。坦率地说，抗疫一线有没有纪监
监督，
效果完全不同。
希望每个防疫关口，每处防疫一线，
都能有纪监监督在场。虽然这对纪检监
察机关的人力是巨大考验，也让纪监监督
人员处于最容易被感染的环节，但这种现
场监督对于有关方面落实防疫责任，将起
到有效的倒逼作用。当然，这需要一线纪
监监督人员了解防疫措施。

减少不必要活动就是最好抗疫行动
当前全球疫情起伏反复，国内部分地
区发生聚集性疫情。警钟再次敲响，疫情
风险就在身边。正值暑期，是旅游、出行、
聚会的高峰期，人员往来频繁、流动性大，
疫情防控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为此，北
京市疾控中心提醒，市民朋友要绷紧疫情
防控弦，要做好个人防护不放松。建议非
必须不出京，减少不必要聚会。
（8 月 1 日
《北京青年报》
）
这几天，疫情突然拉起了警报。目
前，不少省市都发出建议，提出非必须不
外出，尤其要减少不必要的聚会，不宜举
办或参加人员较多的聚餐聚会，避免在密
闭空间聚会，活动尽可能简短并注意开窗
通风。有一些地方更是明确提出，
“安心
宅家就是对抗疫最好的支持”。这里的
“安心宅家”
，
是为了保小家为大家。

樊大彧

国民众付出惨痛的健康和生命代价。美
国流行病学家、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原
负责人威廉·福格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是一场屠杀”。
全球疫情暴发后，美国所谓“普世主
义”的话术不攻自破。美国政府不仅自身
抗疫不力，还大搞单边主义，一系列自私
行为令世界瞠目：截留他国抗疫物资，禁
止本国医疗物资出口，买断可能用于治疗

新冠的药物产能……面对疫情在全球持
续肆虐，美国政府不仅不热心抗疫合作，
反倒成为全球抗疫的“绊脚石”。在国际
社会共同战“疫”的关键时刻，
“退群”成瘾
的特朗普政府甚至宣布美国退出世界卫
生组织。国际知名医学刊物《柳叶刀》总
编辑理查德·霍顿称，此举是“对全世界人
民的暴行”
。
对于全球抗疫的重要希望——疫苗，
美方更是在疫苗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就
开始抢订、抢购，把“希望”只留给自己，将
一些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推入“无苗可种”
的绝望境地。在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中，美方将大国应有的担当和责任抛在脑
后，极力奉行“疫苗民族主义”，把疫苗当
作追求自身利益、
巩固全球霸权的工具。
将政治凌驾于美国民众的健康和生
命之上，将利益凌驾于全球抗疫合作大局
之上，
“美国第一”，实在荒唐！不过，世人
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此“美式媒体魔术”，
一戳就穿帮，最终沦为全球舆论耻笑的对
象，
真的一点也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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