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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形式主义有新的“病毒宿主”
张凤波

疫情连着社会，疫情关乎健康。在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攻坚战中，我们看到了党
员干部的担当作为，看到了普通群众的积极配
合，但也看到了一些不合时宜的形式主义。

比如，有的地方、有的单位为了“危难时刻
显身手”，要求全体人员提前结束假期、提前返
回岗位———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岗位与防控疫
情其实并无关系。有的地方基层干部就抱怨，公
共文化服务单位明明已经闭馆， 上级部门却要
求管理人员提前到岗，一群人坐在那儿，对防控

疫情也插不上手，只能聊聊天、干瞪眼。在尽可
能切断人流被视作最有效防控办法的当下，这
种“身手”，只能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

有的单位和部门唯上不唯实，上级在疫情
防控方面有了要求，只会机械地执行，不考虑
本地情况、实际效果；有的单位、有的部门存在
观望思想，认为疫情离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还
很远，上面没有要求自己不会主动作为，被疫
情牵着鼻子走；还有的地方，防控措施刚刚展
开，各种写总结、报材料的任务就同步甚至超

前地压了过来……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率先垂范、以身
作则，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这个模范带头作用，

不是做样子，更不是作秀，而是要实实在在地
奔着问题去、奔着需要去，实打实地解决问题、

做出成效。

疫情防控不同于一般工作，它关乎社会稳
定，关乎人的生命安全，任何马虎大意和形式
主义，都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和对生命安全的

漠视。

病毒扩散，危害不可小觑；形式主义一旦不
能得到遏制，危害同样不可小觑。为了展姿态、要
政绩，极少数党员干部和公务人员唯上不唯实，虚
伪表态、虚假作为，加无用班、开无用会、办无用
事，不仅于疫情防控无益，更于政治生态无益。疫
情是病，形式主义也是一种“病”，是病就得治。有
关部门应加强对疫情防控时期各单位和公务人员
乱作为、假作为、胡作为现象的检查和纠正，避免
疫情防控成为形式主义新的“病毒宿主”。

致正在预约口罩的你：理解万岁！
杜晨薇

你可能不知道，基层干部为了常人眼中“多小一件
事”，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就在几天前，一个年轻的居委干部在朋友圈晒出一
位居家隔离的阿姨发给他的“代购”菜单：青椒 3个，土
豆 3个，菠菜 1斤……十几种蔬菜买齐了，花了他足足
一上午时间。

在疫情当头、出趟门不容易的当下，你或许可以理
解这个居委干部的难。

但还有很多困难和付出，是你想也想象不到的。

从昨天起，上海全面启动“居村委会预约登记+指定
药店购买”口罩供应方式。你或许也已经在居委会门前
排过那长长的队。

你可能很着急。这应该理解，疫情关头，口罩稀缺，

每个人都急。但我们还是想和你一起，把时间拨回到各
个社区开启预约登记前的 24小时， 看看那些社区干部
都做了些什么：

距预约登记还有一天，他们不得不向志愿者寻求增
援。因为上海的社区，居民动辄三四千户，登记期间，为
了减少你的等待，他们必须保证大量的人手，维持现场
的秩序和安全。

距离登记还有 18小时，他们正抓紧在小区内，甚至
每个楼道口贴上购买口罩的方法信息， 确保你能看到、

看懂，能顺利买到你急需的口罩。

距离登记还有 14小时， 他们要准备制作好登记所需
的各种表单。为了保证口罩供应的公平公正，精准的信息
登记必不可少，也感谢你的配合。

距离登记还有 10小时，夜已深，但许多居委干部仍在
忙碌着，并不是他们的“规定动作”还没干完，只是他们在
绞尽脑汁地想，怎么才能减少排队中的人群接触，怎么才
能保障你的安全。有些社区干部，甚至开始俯下身子，在登
记柜台前的道路上铺设每隔一米的站立标记，以此来引导
前来排队的你，能自觉和他人保持一米的安全距离……

为了口罩这件事，他们几乎没能坐下歇歇。但在正式
开始预约登记以前，他们最大的负担来自于内心的担忧和
紧张。他们开始在小区里张贴，或在朋友圈里写下这样一
段话：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去居委会登记预约购买口罩，请对
工作人员多一些体谅和宽容，时间匆忙，工作存在瑕疵在所
难免，希望得到谅解。如非急需，请错峰前往，万分感谢！”

当下，我们面临着同样一场疫情。我们共同的敌人只
有一个，那就是病毒。

尽管在这场“战役”里的每个人，处于不同的位置，扮演
着不同的角色，但为了战胜它，都在尽力付出，都不容易。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理解万岁！

“北欧式”排队是怎么来的
吴 越

社交网络上，一则关于上海市民“北欧式”

排队到居委会预约购买口罩的短视频火了。

视频中，居民们戴着口罩，各自相隔几米
左右的距离，安静地排出了一条松散而蜿蜒的
队伍。有人马上联想到了著名的“芬兰式排队”

———在芬兰的公共场所，排队等候时，人与人
之间都会保持足够的距离，互不打扰。有人因
此得出结论：上海人在“怕死”这块，从来没有
让人失望过。

这样排队是因为“怕死”，或许是一种调侃
式的表达。网友们广为转发的背后，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大家对这个特殊时期内如何排队这
件“天大的小事”的关注。

排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再常见不过的行
为，但排队的方式以及人们在队伍中的行为表
现却大有讲究。

在这个特殊时期，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承受
着来自各方的压力， 可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人
们越是盼望理解与理性，也希望有一些给人以
宽慰的幽默。正因为此，上海市民淡定的“北欧

式”排队，才会让那么多网友“感到极度舒适”。

这条“看得见”的淡定队伍背后，也有一些
看不见的努力。这些居民此时之所以能不慌不
忙地预约购买口罩，既没有“肉贴肉”和步步紧
逼，也没有面露焦急和不耐烦，想必是因为他
们对于有关申领口罩的各项要求与手续、各个
时间点等关键信息都已经了解清楚。 这是因
为，基层社区干部提前、细致地做了大量准备
工作。当信息供给双方的交流顺畅，淡定也自
然随之而来。

过去人们常说， 排队体现的是人的素质。

但在当前的语境下，除了个人素质外，排队体
现的也是城市管理者的智慧与服务水平。如何
模拟排队场景并做好管理预案，如何在现场引
导人们遵守秩序，如何让队伍排得高效从而减
少人们的等待时间，甚至如何避免不必要的排
队……不得不说，排队是门技术活儿。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排队依然是人们生活
中跳脱不开的场景之一。怎样排队，怎样排好
队？这个问题也许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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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国上下全力抗疫
之时，文艺工作者以各种
形式抒发心声， 一幅幅
画、一首首曲、一篇篇诗，

向奋战在防控一线的医
务工作者致敬加油，也为
社会各方团结一致战胜
疫情鼓劲提气。 大灾当
前，这是每个人想说的心
里话，借由文艺工作者之
口说出、 唱出、 写出、画
出，是共情的，是珍贵的，

是文艺作品在重大时刻
应当发挥的力量。

然而， 在传播科普、

鼓舞人心、提振信心的正
能量之外，也冒出了一些
令人匪夷所思的所谓“抗
疫作品”。比如，一首名为
《“感谢”你，冠状病毒君》

的诗作写道———“我要感
谢你，冠状君，因为你让
我看到了一种甘露叫众
志成城……”恕难摘录更
多。疫毒肆虐，正是同仇
敌忾之时， 岂可称之为
君？ 严重的伤害已经形
成， 数百生命令人伤痛，

怎会妄言感谢？“众志成
城”固然是我们不屈精神
之写照，同样也是一个国
家和社会对于伤害的应
激反应；为了展示应对灾
难精神之可贵，居然需要
感谢元凶，又置无辜枉死
者于何顾？无论作者采用
了何种修辞手段，如此博
人眼球的标题与内容，如
此价值颠倒的观念与判
断，枉称为诗！

泥沙俱下， 大浪淘
金。疫情这面镜子，可以
照出人心。是真心还是假
意， 是君子还是小人，这
些天已有太多新闻、太多
事实足以证明， 足以昭
示。 文艺作品亦如是。正
如有评论家所言，诗人应
该是手擎思想的火炬，善
于运用本民族的语言，令
人产生共鸣者。有些人既
无才华，更无真情，败坏
的是诗风，伤害的是诗的
尊严和大众对文艺的信心。

在国家、民族、人民遇到险情之时，各行各业
都应发挥自己的力量。真正好的文艺作品，能够在
当下和未来号召更多人， 更能在当下和未来引发
更多人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中，获取前行的参照。

灾难需要文艺记忆，危难值得文艺反思，从这个角
度来说，这确是催生好的文艺作品的“扳机”。

丰子恺曾在题为 《漫画是笔杆抗战的先锋》

的评论中写道，看漫画只费几秒钟，在繁忙的非
常时期，这种宣传方法最有效。行动起来的文艺
工作者们，精神可嘉。需要警惕的是，浮于浅表的
煽情之作、难见初心的“应题”作文。令大众敬而
远之乃至愤怒的正是这类语言贫乏、 思维偷懒、

情感枯竭、价值投机的所谓“灾难文艺”。

文艺的内核是思想， 是基于真实的技巧运
用。失去对生命的尊重、对真实的敬畏所炮制出
的，注定是速食、速朽之作。文艺的作用是多样
的，大众的情感需求也是多样的。我们要“驰援”，

要当下的加油鼓劲、宣传普及，也要沉得下的思
索，留得下的史诗。

有新闻报道，一向紧跟时事的沪剧已经拿出
两个从疫情新闻中获得创作灵感的剧本，但上海
沪剧院院长茅善玉没有急着找演员。她说：“我希
望把剧本做得再扎实些，有鲜明的人物和鲜活的
情节。以后演出，能演到老百姓心里。”

能走进人心的文艺作品， 需要情感的浓度，

需要思想的历练，需要质量，需要有“人的味道”。

做好“随堂小测验”的答卷
胡雨松

怎样让市民买到口罩，成了近期不少城市
近在眼前的“难题”。

昨天上海启动口罩预约登记购买的方
式， 为了尽可能减少人群聚集带来的感染风
险，各基层单位都想尽了办法。有条件的率先
用上了科技手段，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宝山
区淞南镇等地推出了口罩预约线上小程序，

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以预约； 没条件的也在用
笨办法， 有的社区提前一天对出门不便的老
年人群进行统计， 还有的社区干部连夜在居
民排队的必经之路上每隔一米贴上一个标
记， 引导群众在排队预约的同时做好最大限
度的隔离。

怎样发口罩才是最完美的？这个问题可能
一时半会都不会有终极答案。 很多公共决策，

都不一定有一个最完美的答案。 但没有完美，

不等于不要追求完美。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一
流治理”的内涵所在———再复杂、再难做的事，

既不盲目悲观，也不盲目乐观；既看到希望，也
看到局限；既不回避问题，更努力解决问题，向

着一个也许不可能完全到达，却可以不断趋近
的“理想状态”持续努力。

我们不妨把发口罩这件小事当成一次随
堂测验。考得好的“同学”，多跟大家分享一下
学习方法，没考好的“同学”也有机会向兄弟单
位甚至兄弟城市借鉴学习，不断对工作方案进
行调整，这些都是在向完美答案接近的有益尝
试。

与病毒作战， 本身就是极细致的工作。在
这场“战疫”中，每一个小环节都在考验着城市
精细化管理的水平。

春节假期不可能无限期延长，大家很快都
要回到工作岗位。返程高峰来临，有更多更细
节的问题会随时考验着城市管理者：乘客抵达
上海后，火车站如何在监测体温的同时做到快
速放行；公交车和轨交如何在工作日高峰期兼
顾运输客流与消毒……这些都需要各部门共
同摸索， 不断地根据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调整。

这些细微的小测验都回答好了，整场考试才能
交出一份完美答卷。

市民在瑞金二路街道永嘉社区进行口罩预约。 本报记者 海沙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