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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推进复工复产，应对企业持宽容态度

□盘和林

3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会议指出，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紧迫感，
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
经济社会运行秩序，积极有序推
进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努力把
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如今经过艰苦努力，疫情防
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
展，全国各地正在有序推动企事
业单位复工复产。但需要看到，
有些企业复工复产的效率并不
理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固
然与其自身特性和产业链其他
企业复工情况有关，但过于“严
苛”的社会舆论环境也是一个不
容忽视的因素。如为防止企业在
复工复产中出现感染病例，个别
地方与企业签订责任状，假如出
现感染病例，要求企业承担法律
责任，甚至一些地方规定建筑工

地一旦出现病例，就要按照重大
责任事故惩罚企业。

对待疫情，小心谨慎没有
错，但凡事都有个度。要知道复
工复产是全社会的一件大事，与
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疫情要战，
生产也要干”，经济秩序的恢复
正常不仅仅能够给企业以喘息
之机，更重要的是也能让人民的
生活走上正轨。

如今很多城市因自身防控
有力，已经被允许开始恢复正常
生活。倘若企业复工复产受到阻
碍，那么正常生活就无从谈起。
此外，生产的停滞对于社会带来
的危害是巨大的，今年对我国来
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要想实现
既定目标，必须尽快让社会生产
恢复。

而完成这一切工作的，在前
面冲锋陷阵的，正是企业。所以，
我们应当对他们的复工复产持
更多的宽容。

较为宽松的舆论环境，有助
于帮助企业更加安全地复工复
产。首先，在宽松的舆论环境下，
相关部门可以简化复工复产审
批流程，为企业开绿灯，减少复工
障碍。其次，社会的包容也将让更
多的企业敢于复工复产，不必背负
过大的压力，尽快恢复产能，缓解
过度恐慌情绪。同时，宽松的舆论
环境还可以促进企业的信息透
明，在这种环境下，企业不仅可
以及时发现上报病患，员工也敢
于汇报行踪，减少延误和隐瞒，
降低不必要的疫情传播风险。

当然了，笔者提到的宽容并
不是纵容。企业在推动复工复产
的同时，要始终牢记安全是第一
要务。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复工
复产，笔者认为企业需要做好以
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物资保
障，与疫情防控相关的口罩、消
毒液、酒精等必须到位，只有创

造一个安全的复工环境才能开
始生产；二是全面排查，要对企
业内的所有员工展开摸排，记录
员工的住址和行踪；三是信息透
明，企业要强制员工据实透露自
己的接触、旅行史和健康状况；
四是循序渐进，企业要根据岗位
特性、集聚程度等分批次、分阶
段开工，避免全面开工导致准备
不足，从而增加感染风险。

经济学一个最基本假设就
是理性经济人，无论是企业、企
业家还是基层官员，都会基于理
性经济人假设来决定自己的行
为方式，复工复产也是如此，假
如社会环境对其过于苛责、防疫
过度的话，他们必然在复工复产

“最后一公里”出现“肠梗阻”。窃
以为，企业是社会生产和发展的
中坚力量，他们复工复产理应得
到宽容和理解。让他们在坚持安
全的原则下积极恢复生产，为国
家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邓海建

除了时下火热的直播达人李
佳琦、薇娅以外，真实的直播人才
市场究竟是怎样的？最新发布的

《2020年春季直播产业人才报告》
显示，春节之后直播行业的招聘
需求同比上涨132 . 55%；直播人才
的平均月薪达到了9845元，短短
一个月内再度“涨薪”。

谈及疫后经济复苏，定然绕
不开“提振消费”。这段时间以来，
从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对“互
联网+”、平台经济等加大支持力
度，到各地主政官员摘下口罩、带
头“下馆子”——— 疫情防控进入新
阶段之后，复工复产的“加速键”
尤其考验治理智慧。要素流动了、
企业复产了、服务跟进了，剩下的
就是让消费端信心加速回归了。
说得更直白一些，在全球疫情形
势严峻的当口，卖得出货才是市
场回暖的硬道理。

在此语境之下，企业、平台、
地方政府等市场主体，不约而同
想到了直播经济。数字显示，过去
一个月，超过50%的品牌电商旗
舰店开通直播卖货，线下门店直
播也迎来爆发式增长。如果说这些
数字还略显宏观，那么，不妨看看
下面具体的例子：3月19日，山东曹
县汉服原产地的180多家企业和商
户在拼多多在线直播推介了近5000
款汉服及周边。女县长变身汉服主
播，弹幕上一片“想和县长去逛街”
的欢乐互动。在“县长带货”环节，
直播间会集超过160万人次观看，
商户在半小时内售出了汉服3000余
件。相较于积压在仓库的货品，“带
货”就是最硬核的抗疫情、促生
产、稳就业。

如今，已经没有人敢小觑“直
播+”的能量了，复工复产后的中
国全产业链，几乎都开始进入直
播带货的节奏。对于品牌商来说，
直播发布新品成为常态，传统销
售商也尝到了直播带来的多重实
惠，平台方更是在“复工大联播”
等直播实践中占领了市场。

数据显示，2020年1月-2月，国
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 . 21万
亿元，同比下降20 . 5%。但让人意外
的是，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却逆势
增长，2月同比增长8%。数字上的反
差表明，在这个“万物皆可播”的时
代，疫情新态势之下的直播经济，
已经伴随着“拼交会”等实践，成为
撬动市场回暖的“云支点”。

直播经济

撬动市场的“云支点”

葛大家谈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3月21日，圆满完成任务的
山东医疗队从湖北黄冈撤离。到
达山东后，医疗队队员杜庆展示
了他给孩子带回的一份“黄冈特
产”——— 全套的初中“黄冈密
卷”。杜庆笑言，8岁的儿子可能
把“黄冈密卷”当成美食了，但是
自己得兑现承诺。

“千里送试卷”的一幕让很
多人笑出了眼泪。这是父子之间
的亲昵互动，其中有玩笑，也有
期望。这样的新闻引起网民的极
大关注，迅速成为亿级爆款，让
人看到了艰苦卓绝的疫情防控

阻击战中的乐观精神。
毋庸讳言，暴发的疫情曾经

引发很多人的焦虑和恐惧。但
是，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不断深
入，越来越多的人坚定了必胜的
信心。杜庆在返回山东之前特意
给儿子带上这份让人意想不到
的礼物，掩饰不住的是喜悦之
情。

好心情源自于好成绩。援助
黄冈的山东医疗队在这场大考
中，面对着一张满是难题的试
卷——— 黄冈当时是除武汉之外
疫情最严重的城市。山东人攻坚
不畏难，先后派出五百多名医疗
队队员，慷慨解囊，捐资捐物。3

月18日，黄冈“四类人员”全部清
零，山东医疗队取得了来之不易
的优异成绩。凯旋之际，杜庆作
为医疗队队员，自然是满怀欣
喜，所以才有心情给儿子一份别
致的礼物。

从这份礼物不难看出其中
既饱含着对儿子的期望，又满怀
着对黄冈的不舍。我国疫情防控
形势积极向好，受益于科学应
对、精准施策。援助疫情严重的
地区，山东医疗队做到了无一人
感染。对科学和专业的重要性，
医疗队队员可能比普通人有着
更深刻的认知。带一套好多年都
用不上的“黄冈密卷”回来，不是

要儿子现学现用，只是在表达对
儿子的期望，希望他能学有所
成，以知识报效国家和人民。杜庆
的儿子虽然年幼，看到爸爸带来
的礼物，却也给出了一个完美的
答复———“以后会努力学习，做一
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家风家教的
传承，果然都在生活的细节里。杜
庆把好多年都用不上的“黄冈密
卷”带回山东，看重的不是“密
卷”，而是“黄冈”，这样一段战斗
经历也值得他永久地珍藏。

黄冈市民长街相送，挥泪告
别山东医疗队的场景让人热泪
盈眶，看到杜庆带回的“黄冈密
卷”，很多人又破涕为笑。之所以

有无数人在网上转发和点赞，是
因为这个玩笑暗合了中国人在
困难之前乐观自信的精神。确
实，没有什么困难可以压倒中国
人民，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成绩再
次证实，中国人民在面对重大困
难时能够做到同舟共济、众志成
城。虽然疫情对经济社会造成较
大冲击，但是越是在这个时候，
越要增强信心、坚定信心。只要
相信自己，中国人民一定能闯过
一道又一道“大考”。

一套被风传的“黄冈密卷”，
可以让人读出的秘诀就是乐观
地面对未来，坚信未来会更好，
并为之努力奋斗。

□冯海宁

从3月17日起，各地援助湖北
医护人员陆续撤离。随着医护人
员回到家乡，开始14天的隔离观
察后，多地马上安排，纷纷以高规
格“花式接待”迎接返乡的医护人
员。对于这些做法，不少网友表
示，医护人员确实应该享受到最
高礼遇。

安排医护人员入住温泉酒
店、隔离期间饮食顿顿不重样、地
标建筑滚动名字致敬……可以说
各地拿出了最大诚意来欢迎、接
待援助湖北医护人员返乡。一方
面，援助湖北医护人员作为“逆行
者”“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在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挽救患者生命、展
现兄弟省市感情等方面做出了重
要贡献，理应享受家乡人民给予
的最高礼遇。

另一方面，各地以高规格接
待援助湖北医护人员返乡说明崇
尚英雄、感恩英雄成为一种共识。
在抗击疫情这场战役中，援助湖
北医护人员是公认的英雄。酒店
经营者、行业协会、地标建筑管理
者等以各自方式向援助湖北医护
人员表达敬意，彰显出集体感恩

意识。
高规格的“花式接待”，显然

对援助湖北医护人员是一种高度
肯定和褒奖，同时也有助于他们更
好修复身心。对于公众而言，这类

“花式接待”既是一堂“感恩课”，也
是一种生动的“尊医重卫”教育。毋
庸讳言，在社会上，有些人对医护
人员缺少应有的尊重。而“花式接
待”，有望改变他们对待医护人员
的态度。

尤其是广州、深圳多个著名
地标向广东援助湖北医疗队英雄
致敬——— 屏幕上滚动播放着援助
湖北医护人员的名字，播放医护
人员的照片，并打上了“欢迎逆行
者回家”的标语，彰显一座城市对
待新时代英雄的态度。这不仅会
让市民感受城市态度，还增强了
城市应对各种挑战的勇气，因为
懂得感恩是一种巨大力量。

过去，我们很少谈“接待的力
量”，因为一些接待往往与浪费、
奢侈、腐败等词联系在一起，但今
天接待援助湖北医护人员的规格
与多样，充分展现出“接待的力
量”，这种力量具有激励、教育等
积极效应。

当然，援助湖北医护人员不

仅返乡后受到高规格“花式接
待”，离开湖北时也享受到“花式
送别”。无论是送别援助湖北医护
人员，还是欢迎他们返乡，既是对
援助湖北医护人员的巨大激励，
也是对整个医疗系统医护人员的
一种鼓励。借助“花式接待”“花式
送别”，医护人员在公众心目中的
位置将有较大提升，医护人员群
体自身也会从各种送别和接待中
受到巨大鼓舞。

不过，我们对待援助湖北医
护人员不能只是热情一时，而是
要用各种方式永久铭记抗疫这段
特殊历史，永久记住他们在抗疫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所做出的
特殊贡献。其中，能否不打折扣落
实关心爱护援助湖北医护人员的
种种措施，是对相关部门的基本
考验。另外，如何长期“尊医重
卫”，也应是社会各个方面都应思
索的问题。

简言之，高规格的“花式接
待”援助湖北医护人员是应有之
义。热闹之后，如何长期善待医护
人员，更应引起人们的思考。

葛一家之言

葛公民论坛

■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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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冈密卷”读出乐观自信

一套被风传的“黄冈密卷”，可以让人读出的秘诀就是乐观地面对未来，坚信
未来会更好，并为之努力奋斗。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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