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0
日拍摄的石
家庄黄庄公
寓隔离场所
项 目 工 地
（无人机照
片）。

目 前 ，
石家庄黄庄
公寓隔离场
所项目建设
正在快速推
进。
新华社 图

“非必要不返乡”“非必
要不留校”“有必要可留校”
“非必要不出校”……这是随
着疫情防控形势变化， 各地
高校寒假令人眼花缭乱的
“花式放假令”。 到底回不回
家过年， 成了不少大学生的
闹心事， 部分大学生甚至陷
入“想回不能回”“想留留不
下”的尴尬。受访专家指出，
疫情阴影下高校放假安排不
宜强制性、 一刀切搞“命令
式”离校或留校，而应该用高
水平管理服务措施， 让有实
际困难的学生能自主选择。
（1月19日半月谈）

疫情防控现在是包括学
校在内的所有机构最为重要
的工作， 因此不少学校均发
布了疫情防控的通知， 但有
些学校发布的通知却有懒政
嫌疑。譬如有的学校凭“非必
要不留校” 的一纸通知就将
学生“撵”出校园。

实际上，对于疫情防控，
国家政策非常明确， 就是分
为低、中、高风险地区，实行
分区防控。 大学生都已是成
年人， 有自由选择和行动的
权利。对于不同风险地区，学
校应当充分调研摸底、 细化
分类， 对于不同学生人群有
不同的指导意见，无论是“非
必要不返乡”还是“非必要不
留校”， 都要根据实际情况
来， 尤其是不能因为自身利
益而强行一律留校或凭一纸
通知将学生撵出校园， 把学
生的留、 离校工作变成踢皮
球的懒政行为。

当然， 学生留校势必会
增加校方教职员工的防疫工
作量，食堂、宿舍、教室等公
共场所的消毒，建立“人防+
技防”的健康监测体系，严格

学生的健康监测、 出行行程
登记打卡等， 这些工作都需
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所
以这也是一些学校要求学生
“不留校”的原因。但这样的
安排显然没有顾及到学生的
实际问题， 比如河北籍或黑
龙江籍的学生， 如果既不能
留校，又没有办法返乡，他们
应该何去何从？另外，现在各
地均鼓励务工者就地过年，
一些学生的家长均为务工人
员，如果父母不在家，学校又
不能留， 这些学生回去后又
如何过年？

疫情防控是全局性的工
作，细化到每一个单位或每一
个机构，就必须要根据实际情
况科学制定合理规定，以确保
每个人都能得到妥善安置，而
不是靠“一刀切”的方式来进
行简化处理。国家倡议“非必
要不返乡”， 主要是考虑到人
员流动可能会给防疫带来风
险，倡议的同时也对妥善安置
就地过年的群体生活提出了
管理和服务要求，这是有针对
性也是科学的做法。大学生返
乡与留校，也应该纳入“一盘
棋”的统筹考虑，让低风险区
的学生返乡，中、高风险区的
学生留校，同时做好相关的配
套服务，这才是科学化和人性
化的决策。

说到底， 疫情防控的各
项工作仍然是“以人为本”，
不能因为怕麻烦就搞“一刀
切”，而是要多倾听学生的声
音和诉求， 在确保科学防疫
的基础上制定差异化的办
法，合理安排学生的去留，只
有换位思考， 并具备共情意
识，才更能体现防疫、服务两
不误的校园治理能力。

■本报评论员 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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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0日讯 记者今天
从省卫健委获悉，《关于进一步
加强医疗卫生机构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近日下发，要求进一步
发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哨点作
用，推进发热等可疑患者闭环管
理， 全面加强农村疫情防控工
作；持续推进医疗机构发热门诊
建设与管理，发热患者核酸检测
确保4—6小时出结果，检查检验
结果出来前，患者不得离开发热
门诊。对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应
检尽检”。

《通知》要求，加强发热门诊
日常管理， 所有发热患者严格归
口发热门诊就诊。对于发热患者，
发热门诊应在第一时间采样进行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和血常规检
查， 核酸检测确保4—6小时内出
具结果，检查检验结果出来前，患
者不得离开发热门诊。

严格落实重点人群核酸检测
“应检尽检”。 医疗机构应对发热
门诊就诊患者、 新住院患者及陪
护人员、 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等重
点人群严格实行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应检尽检”，定期检测。

新住院患者及陪护人员原则
上要求入院前核酸检测阴性，检
测能力不够的医疗机构要在入院
12小时内完成核酸检测， 检测结
果出来前要与其他住院患者分区
管理，避免病区内交叉感染。

医疗机构非必要不陪护、不
探视， 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实
行无陪护管理， 采取视频等方式
进行探视。特殊情况确需陪护的，
严格一人一陪护，凭证进入；除外
出检查等特殊情况， 患者及陪护
人员不得随意进出病区。

■记者 田甜 通讯员 欧阳煜

三类人春节返乡需持核酸阴性证明
国家卫健委回应公众关切，启动时间、返乡后是否需隔离等都有了权威解答

省卫健委：
医疗机构非必要
不陪护不探视

评
论

学生去留
不能搞“一刀切”

防疫举措

为什么要对返乡人员
加强疫情防控管理？

进入冬季以来，农村地区零星
散发病例和局部聚集性疫情明显
增加，严重影响当地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农村地区防控能力薄弱，疫情
防控难度大，特别是春运期间返乡
人员明显增多，人员流动增大，将会
进一步加大疫情传播风险。

为严格落实内防反弹的防控
策略， 对返乡人员加强疫情防控
管理十分必要。 核酸检测是目前
尽早发现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有效
手段， 要求返乡人员持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能够有效降低疫情传入
农村的风险， 保障大家度过一个
健康、平安的春节。

工作方案所指返乡人员
包括哪些人群？

工作方案所指返乡人员是指
从外地返回农村地区的人员。

主要包括：一是跨省份返乡人
员；二是来自本省内中高风险区域
所在地市的返乡人员（中高风险区
域内部人员原则上不流动）；三是
本省内的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
员、 口岸直接接触进口货物从业
人员、隔离场所工作人员、交通运
输工具从业人员等重点人群。

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乡
从什么时候开始？

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乡从

1月28日春运开始后实施， 至3月
8日春运结束后截止。

返乡前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如何获得？

返乡人员可在出发地或目的
地的任意一家有核酸检测资质的
医疗机构、 疾控机构或第三方检
测机构进行检测，凭7天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或包含7天内核酸检
测阴性信息的健康通行码“绿码”
返回农村地区。

谁负责查验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返乡人员返乡前应告知当地
村委会，返乡后由村委会查验其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包含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通
行码“绿码”。

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返乡后是否需要隔离？

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乡后
不需要隔离， 但需要进行14天居
家健康监测， 做好体温、 症状监
测，非必要不外出、不聚集，必须
外出时做好个人防护， 并在返乡
后第7天和第14天分别做一次核
酸检测。

返乡不满14天的， 以实际返
乡时间落实居家健康监测和核酸
检测要求。

■据新华社

“返乡人员需持7
天内有效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阴性结果返乡，
返乡后实行14天居家
健康监测， 期间不聚
集、不流动，每7天开展

一次核酸检测。”日前，《冬春季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
案》对农村地区及返乡人员相关防疫工作进行部署。

返乡人员如何划定？核酸检测证明如何获得？由谁来查验核酸
检测证明？国家卫生健康委回应公众关切，就相关
问题进行解答。

抗疫新政

鼓励引导务工人员留在就业地过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陈勇嘉在会上表

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民政部等六部门在春节前后部
署开展“迎新春送温暖、稳岗留工”专项行动，通过“留心、留岗、
留工、留人”四项举措，鼓励引导农民工等务工人员留在就业地
安心过年，为用人单位提供用工保障。 ■综合新华社、央视等

可根据需要扩大顺风车停运范围
会上交通运输部运输司服务司副司长王绣春表示， 地方可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扩大停运顺风车范围。

低风险地区倡导在家就餐
1月20日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

春节前后疫情防控有关情况。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在会上
表示，低风险地区倡导在家就餐，必须外出就餐时，建议就餐时间也
不要超过2个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