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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规：第一入境点观察期满14天

当日次日进京无需再隔离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4日电 4日，北京市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发布了关于入境人员在第一入境点观察期满
后进京的有关政策措施。

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社区防控组办公室副主任、 北京市委组织部副
部长张强介绍， 对于在第一入境点集中观察期
满 14天，经核酸检测阴性，并于集中观察期满
当天或次日直接进京的人员， 由当地提前向北
京市提供 《指定第一入境点入境进京人员信息
表》，观察期满后，出具集中观察期满证明。人员
进京前需向居住社区报告， 说明集中观察情况
及进京日期，便于社区掌握。人员进京时，如因
数据更新滞后，致使在机场、火车场站、公路卡
口受阻的， 可向相关站点出示集中观察期满证
明，自行返回社区。到达社区后，由所在社区核
实《指定第一入境点入境进京人员信息表》并做
好登记，办理小区出入证件，可不再进行居家观
察，但需要接受社区健康监测管理。社区会提醒
本人做好个人防护， 如有异常情况要及时向社
区报告。

此外，对于在第一入境点集中观察期满 14

天，经核酸检测阴性，但没有在集中观察期满
当天或次日直接进京的人员，仍要执行居家或
集中观察 14天的政策。

对于驻华使团人员，按照有关驻华使团人
员管理办法执行。

推广宪法及香港基本法
特区政府将举办系列活动

据新华社香港 4月 4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
发言人 4日表示， 为纪念香港基本法颁布 30

周年， 香港特区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活动，向
社会各界推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香港
基本法，以加深市民大众对其内容和条文的认
识。 特区政府会于 4月推出基本法颁布 30周
年网上展览，以时光隧道形式，与市民一同回
顾基本法的历史背景、起草和颁布过程，以及
香港成功落实基本法的情况。

是好时机更需细化可操作

推广分餐制
不是炒概念

■新华社记者 刘红霞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推而未广的分餐制
再度受到社会关注。推广分餐制，使之成为人
们的生活常态，而不是战“疫”应急，关键是引
导大家真正认识到分餐的好处，同时也要把配
套工作做实做细，避免炒概念、大呼隆。

推广分餐制，重在引导。分餐是方式，不是目
的。推广分餐制的初心，是倡导形成文明健康的
就餐习惯和礼仪。国内外研究表明，相比合餐，分
餐而食在减轻幽门螺旋杆菌等病菌经由餐具和
唾液传播方面有着明确作用。疫情之下，人们更
加关注健康饮食， 这正是推广分餐制的有利时
机。 要发挥好业内专家和各类媒介的引导作用，

也可充分挖掘社区工作者等群体的宣介作用。

推广分餐制，要有管长远的“制度设计”。

最近，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和中国贸促会商业行
业委员会共同组织起草了《中餐分餐制、公筷
制、双筷制服务规范》团体标准，从行业倡议提
升到标准化层次。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分餐
制实施指南。这些做法为常态化推广分餐制奠
定了基础。还要让制度细化可操作。比如，公勺
公筷大一号避免用混，推广按位上菜等。

推广分餐制，避免“一刀切”。我国幅员辽
阔、人口众多，56个民族饮食习惯不尽相同。即
便是同一个民族，不同区域、不同年龄、不同家
庭就餐习惯也各不相同。 这是今天中国的国
情，要认同多样性、尊重多样性，因势利导。同
时也要把分餐导致餐馆成本增加等情况考虑
进来，把工作做得更细。

推广分餐制，说到底是要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新华社北京 4月 4日电）

今天来向他们致敬
四川西昌群众送别林火遇难勇士

新华社成都 4 月 4 日电 （记者 张海
磊）4日，在四川西昌市经久乡森林火灾扑救
中遇难勇士的追悼会在西昌市殡仪馆举行。

追悼会现场，“沉痛悼念在四川西昌市
经久乡森林火灾扑救中英勇牺牲的勇士”27

个大字赫然在目， 下面悬挂着 19位勇士的
遗像，两边挂着挽联。现场伴随着哀乐奏响，

各界代表手捧菊花， 依次经过 19位勇士的
遗像，鞠躬、献花。

献花结束，运送勇士骨灰的车辆出发前往
宁南县，每辆车上写着“勇士回家”。

记者注意到，西昌市区很多门店自发在门
口挂起挽联或用电子显示屏打出“向扑火英雄

致敬”。一路上，路两侧站满了前来送勇士们最
后一程的群众。“他们是为了守护这个城市才
牺牲的，今天来向他们致敬。”17岁的高中生付
雪一大早就来到追悼会现场，追悼会结束后她
对着勇士们的遗像深深鞠了一躬。家住西昌市
殡仪馆坡下的彝族群众罗马米哽咽着告诉记
者：“他们太伟大了。”

3月 31日 1时 20分，由于风向突变，风力
陡增，18名扑火队员和 1名向导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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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浙江考察为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遵循

前沿技术赋能，让城市更聪明更智慧
■新华社记者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赴浙江考察时，在杭州
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指出，让城市更聪明一
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各地城市
管理者、科研人员和大数据等行业从业者纷纷
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推进城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数字治堵”“数字治城”“数字治疫”，习近平
总书记对杭州市运用城市大脑提升交通、文
旅、 卫健等系统治理能力的创新成果表示肯
定。

“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使我们备受鼓舞。”

回忆起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
挥中心考察的场景，中国工程院院士、杭州城
市大脑技术总架构师王坚十分激动。

王坚介绍，杭州城市大脑是为城市生活打
造的数字化界面。它的建设起步于 2016年，目
前包括公共交通、城市管理、卫生健康、基层治
理等 11大系统 48个应用场景，日均协同数据
1.2亿条。

“通过城市大脑，市民可以更好地触摸城
市脉搏、感受城市温度、享受城市服务。城市管
理者也可以依托城市大脑， 合理配置公共资
源，作出科学决策，提高城市治理效能。”王坚
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也让杭州数梦工场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吴敬传干劲更
足：“数字赋能对于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作用。我们要深耕产
业，发挥数据要素的能力，更好实现大数据的
场景化落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运用大数据、云计算、

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
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

疫情发生以来，杭州运用健康码、云服务
等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这是多年来‘数
字浙江’建设的实战成效，也是杭州在城市治
理中实践全周期管理意识的充分体现。” 杭州
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副局长吕钢锋说。

“我们将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
创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书记张勇介绍，

龙岗区近年来持续加大智慧城市建设力度，已
建成集数据存储、运行管理、展示体验于一体

的智慧中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社区依托
智慧社区“防疫大脑”分析研判、指挥部署疫情
防控，实现了社区联防联控工作精准化、智能
化和高效化。

面对企业有序复工复产、输入性风险增加
等疫情防控新形势，上海市依托城市网格化管
理平台“一网统管”，推进智慧防疫。上海市住
建委网格化升级工作专班负责人王明强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对加快建设智慧城市作
出部署，我们将认真贯彻，进一步完善上海城市
网格化管理平台，为智慧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近年来，不少地区将大数据广泛应用到城
市管理中，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技
术，让城市变得更聪明、更智慧。

去年 5月，贵州省贵阳市花果园社区大脑
暨城市治理运营平台建设全面启动，平台全面
建成后， 花果园社区将实现全方位智慧化管
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

“大数据让贵阳实现了华丽的逆袭，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更坚定了我们继续前行的
信心。”贵阳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委书记、局
长吴宏春表示，未来贵阳将紧扣打造“中国数
谷”和建设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核心
区的目标，加快推动大数据在衣食住行、教育

就业、医疗养老等各方面的应用，让老百姓享
受到更多便利。

在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杭州在建设
城市大脑方面继续探索创新，进一步挖掘城市
发展潜力，加快建设智慧城市，为全国创造更
多可推广的经验。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下一步，

我们将积极配合政府将抗疫工作中的治理经
验转变为长效机制，为打造‘平时好用、战时管
用’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贡献自己的力量。”

疫情防控期间参与打造杭州健康码工作的浙
江每日互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方
毅说。

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所在的杭州
市云栖小镇管委会党委书记、 主任王喆表示，

小镇将聚焦杭州城市大脑，建立城市大脑产业
基地，汇聚高层次人才，引进、培育高端企业，

为加快智慧城市建设步伐贡献一份力。

习近平总书记的希望让吴敬传对大数据
行业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我要把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给更多同行，大家撸起
袖子加油干， 为进一步挖掘城市发展潜力，加
快建设智慧城市，为全国创造更多可推广的经
验而努力。”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4日电）

昨天，在西昌市殡仪馆，当地干部群众自发在路边等待运送牺牲勇士骨灰的灵车。 新华社发

《平如美棠》作者在沪逝世
享年 98岁，用画笔呈现的夫妻恩情故事感动众人

■本报记者 施晨露

2013年出版的 《我俩的故事： 平如美
棠》曾感动无数国人。昨天上午，这本书的
作者、 主人公饶平如老先生在瑞金医院病
逝，享年 98 岁。这个清明，平如、美棠，终于
天上团聚。

老人的孙女说，爷爷上周一因肝囊疾病
入院，直到入院前的每一天都是安宁的日常
生活。只是，今年的年夜饭取消后再没有机
会补聚，而触目所及，竟为遗迹。

饶平如 1922年出生于江西， 少年时生
活优裕， 后来参加抗日战争。1948年，26岁

的饶平如与 23岁的美棠订婚。 尽管是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饶平如深深记得两人初遇的情
景。那一日，他随父亲去美棠家谈婚事，忽见西
边正房小窗正开，一位面容姣好、年约二十的
小姐正借天光揽镜自照，左手还拿了口红专心
涂抹。这位曾经在抗日战场上想过“有蓝天，有
白云，有莽莽青山，死得其所”的热血青年，第
一次开始有了担忧———“在遇到她以前我不怕
死，不惧远行，也不曾忧虑悠长岁月，现在却从
未如此真切过地思虑起将来。”

“怀念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呢?”“海并不深，

怀念一个人比海还要深。”2008年， 美棠离世，

没能等到他们的钻石婚纪念日。最开始的两个

月，当时 86岁的饶平如“心中承受着无法言喻
的苦”。他找到一个宣泄情绪的方式：把自己关
在房间，写下和妻子相识、相爱、相伴的点点滴
滴，觉得文字不能表达的地方，就干脆画出来。

这便是《平如美棠》的缘起。饶平如曾说，“我本
来没想过要出版它，我只是想记录下这个故事
给孙子孙女们看， 让他们了解他们的奶奶，而
图画是最能接近和打动孩子们的方式”。

2012年，饶平如的孙女把他的画作发布到
微博上， 引起众多网友关注。2013年 5月，《我
俩的故事：平如美棠》出版。“这本书受到了各
个年龄层读者的喜爱，它唤起了年长者对从前
那段岁月的回忆，也令年轻人向往那种爱情。”

此书编辑阴牧云这样认为。

平如和美棠的生活不乏艰辛与波折。饶平
如用画笔重现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坎坷人生，还
有未曾被现实磨灭的纯真美好的初心。这个感
动中国的故事， 也感动了世界，《平如美棠》被
翻译为多国语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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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社北京 4月 4

日电 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
司司长魏百刚 4 日在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
会上说， 我国粮食产量丰、

库存足，国家有充分的调控
手段平抑粮价，没有必要抢
购囤积。

我国粮食产
量库存量充足
魏百刚表示，我国粮食

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 1.3万
亿斤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
2019年超过 470公斤，远高
于人均 400 公斤的国际粮
食安全标准线；粮食库存量
充足，小麦和稻谷库存大体
相当于全国人民一年的消
费量；谷物年度进口数量不
到 300亿斤，仅占我国谷物
消费量的 2%左右。

据介绍，虽然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近期国际粮价
有所上涨，但世界粮食供给
总 量 不 存 在 短 缺 。2019/

2020年度世界粮食(不包含
大豆) 供给量为 34.7亿吨，

总需求量为 26.7 亿吨，期
末库存近 8亿吨，库存消费
比近 30%。

魏百刚说，近期国际粮
价上涨更多是疫情造成恐
慌性消费的结果，对国内粮
价的影响有限，一旦国内粮
食市场出现波动，我国有充
分的调控手段进行平抑。即
使在前一阶段国内疫情比
较严重的时候，市场上的粮
食以及各类副食品都是货
足价稳，老百姓家里都是米
面无忧，现在更没有必要去
抢购囤积。

此外，我国粮食应急保
障体系在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中发挥积极作用，做到保
障体系有支撑、市场波动有
监测、 应对变化有预案、保
供稳市有责任。

疫情以来未
动用中央储备粮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秦玉云
说，疫情发生以来，粮食和
物资储备部门加强市场粮
源调度，有序组织拍卖政策
性粮源， 有效保障市场需
求，截至目前没有动用中央储备粮，绝大部分地区
没有动用地方储备粮。

秦玉云说，近年来，粮食库存总量持续高位运
行，目前稻谷、小麦的库存量能够满足一年以上的
市场消费需求，不少城市的成品粮市场供应能力在
30天以上。

据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应急加工企业已
经复工 4750家，复工率 88.2%，复工企业的小麦和
稻谷加工能力每天 96.2万吨。

“按照每天一人一斤粮计算，仅这些粮食应急
加工企业每天的加工能力，就够全国 14 亿人吃一
天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
司长王宏介绍说，粮食应急保障体系构建了“三道
防线”：一是有充足的原粮储备，二是人口集中的
大中城市和价格易波动地区建立了能够满足 10

到 15天的成品粮储备，三是布局建设了一批应急
加工企业、应急供应网点、应急配送中心和应急储
运企业。

“至于说要不要囤点大米，我认为完全没有必
要。顺便提醒一下，在家里大米、面粉保管不好容易
生虫，放久了品质、口感都会下降，因此建议消费者
朋友根据家庭需要适量购买。”秦玉云说。

夏粮长势较好春播进展顺利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说，今年

我国粮食种植意向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夏粮长势较
好、丰收有基础，春播进展总体顺利，粮食生产有了
一个好的开局。

潘文博表示，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今年我国采取了一系列“超常规”措施稳
住粮食生产，取得积极成效。“我们坚信，只要责任
压得实、措施落到位，上下共同努力，是能够稳住今
年粮食生产的，也有信心、有决心端牢中国人的饭
碗。”潘文博说。

据潘文博介绍，在国家相关政策支持和各地工
作推动下，今年早稻恢复势头比较明显。截至 4月 3

日，全国早稻育秧已过八成，早稻栽插已过四成，进
度都明显快于去年同期。

我国粮食产量已连续 5年稳定在 1.3万亿斤以
上，去年达到 13277亿斤。粮食生产连年丰收，不仅
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有效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有力支撑。

帮大家改错的“编外语文工作者”
《咬文嚼字》杂志创办人郝铭鉴去世，享年 76岁

本报讯 （记者 施晨露）记者从《咬文嚼
字》编辑部获悉，《咬文嚼字》杂志创办人、前
主编郝铭鉴 4月 2日 10时 12分去世，享年
76岁。

郝铭鉴，江苏建湖人，生于 1944 年，语
言学家、出版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66

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1968年分配
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1978年调上
海文艺出版社文艺理论编辑室，先后任上海
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副
社长、上海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兼任《咬文嚼
字》主编、《编辑学刊》主编等职；曾任中国语
文报刊协会、上海编辑学会、上海语文协会
副会长。

1995年 1月创刊的《咬文嚼字》杂志，让
主编郝铭鉴成为读者十分熟悉的出版人和
捍卫语言文字纯洁性的专家。

《咬文嚼字》创办后，以向名刊、大报、名作
家、明星“开炮”，“咬”出语文差错闻名；后又发
起年度十大语文差错、十大流行语评选，一直
至今，享有“语林啄木鸟”之称。

有读者曾问郝铭鉴，你们“咬”的都是大作
家，不怕得罪他们吗？郝铭鉴答：“哪里的话！我
们和作家其实是一条战壕里的。他们向读者提
供好的，我们则帮助作家改正错的，可谓殊途
同归。《咬文嚼字》创办时曾‘咬’过大漫画家华
君武先生，华老的态度是：老漫画作者错字与
庶民同罪，不必客气。”

《咬文嚼字》曾经“咬”过以王蒙为首的 12

位作家，当时 12个作家中有 10个公开表态支
持；“咬”过北京、天津等 12 个大城市，为城市
“洗脸”；“咬” 过包括 《人民日报》《解放日报》

《文汇报》《新民晚报》 在内的 12家大报；“咬”

过包括赵忠祥 《岁月随想》 在内的 12本明星

书，还曾为广告纠错。郝铭鉴还在《咬文嚼字》

上开出“向我开炮”专栏，只要读者说得对，刊
物就改正。

2004年，《咬文嚼字》以独特的方式庆祝创
刊十周年———公布《当代汉语出版物中最常见
的 100个别字》。“咬嚼” 出来的百个别字成为
许多编辑、记者、校对的必备资料。

多年来，《咬文嚼字》持续在年底举办年度
“十大流行语”“十大语文差错”评选，郝铭鉴曾
表示，评选“十大流行语”是为了肯定语言生活
中创造性的成果；评选“十大语文差错”是从另
外一面看， 在语言生活中存在负面的东西，不
规范、不正确、不健康的现象，要及时制止。

在微博上，郝铭鉴称自己为“一个编龄不
短、编书不多的老出版人。一个热爱教师工作、

缺乏教学实践的大学兼职教授。一个热心语文
规范、未经严格训练的编外语文工作者。” 今明两天气温有所回落

总体没有明显降水

本报讯 （记者 戚颖璞）清明当天，全国天气差
异较大。北方气温震荡起伏，南方多地大到暴雨。上
海地区暖意融融、和风阵阵，最高温达到 21℃，有了
一丝初夏的味道。

不过，冷空气和降温马上就来了。上海中心气
象台预报显示，由于短波槽过境，今明两天云系增
多，阳光闪躲，气温回落，最高温降幅 4℃。总体来
看，没有明显降水。无雨天气，有可能会延续到下周
末。

对上海来说，“清明时节雨纷纷” 并不常见。根
据气象资料显示，从 1988年至 2018年的 30年里，

上海清明当天有 18年无雨，12年下雨，全天不下雨
的概率为 60%。

如果以白天时段（8时至 20时）进行统计，不下
雨的概率高达 80%。去年清明节，上海也没有下雨，

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上升明显。

再看上海那些下雨的年份， 多数为小雨或中
雨，极少大雨以上量级的降雨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