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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桃花酒、刺绣、砌窑……90
后博主李子柒火了，成为中国文化
汪洋大海中涌动起的一朵时代浪
花，美丽了中国，影响了世界。让文
化活起来、火起来，年轻人一浪接一
浪，做得不错，也依旧任重道远。

“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
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繁荣发展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
实力”……《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
提到的这些文化愿景，用年轻人的
话说就是要让中国的文化 IP 立起
来、“出圈”、吸粉。这要求青年人充
分发挥创造性，发掘文化中的亮点，
把软实力转化成硬资产。

让“传统”与“潮流”擦出火花，
这届年轻人是文化的消费者，也是
创造者。鎏金、砖红、胭脂粉……近
几年，故宫建筑上的颜色化身爆款
口红，600 岁的故宫成了新潮的文
创“网红”；借助动漫制作的新技术，
孙大圣、哪吒和姜太公等“老牌英
雄”，能肩并肩再次开拓中国的“封
神宇宙”……神仙接地气，文化有活
力，将传统文化的瑰宝和当代特色
相结合，形成新的潮流和时尚，我们
用有情怀又接地气的新方式，挖掘
出中国文化的更多可能，在各个领
域掀起层层浪花。

让中国文化“出圈”吸粉，这届
年轻人为什么行？青年既有天马行
空的想象力，又有无穷无尽的创造
力，还有玩转科技的硬实力。AI技
术下的兵马俑动了起来、高校文化

月饼和诗词歌赋撞了个满怀、“云上博物馆”让文物瑰宝的前世
今生近在眼前……年轻人“脑洞”大开、创意加持，带着创新的冲
动和勇气，让中国文化变得鲜活有趣，有了更多被了解和喜爱的
可能。

让文化涌动强劲生命力，离不开年轻人真正读懂中国文
化。全国各地年轻的非遗传承人越来越多、《诗词大会》《朗读
者》等节目展现出年轻人对文化的探索与热爱……“人爱自己的
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无论昨天、今天还是明天，只
有真正沉下心走进我们的文化，让历史的高峰和时代的先锋并
成一条线，才能不断产生新认识、涌现新灵感，以史为鉴、照见未
来，让中国文化传播得更远更广。

穿越历史尘烟，我们在千年文化中汲取力量；通向未来之
路，我们在建设文化强国的奋斗征程上精神昂扬。来，一起在文
化的旷野中栽种树木，在文化的海洋里乘风破浪。

11月7日至11日，天津接连查出冷链从业者感染新冠肺
炎，冷链食品外包装也被检出新冠病毒。此前，大连、青岛等地
的局部疫情也均与进口冷链食品有关。

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9日向全国印发
《进口冷链食品预防性全面消毒工作方案》，要求在进口冷链食
品首次与我境内人员接触前，实施预防性全面消毒处理。海关、
交通、卫生、市场监管等各部门各司其职。

多地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检出新冠病毒

7日，天津接到山东省德州市通报，经天津入境的德国进口
猪前肘外包装标本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同一天，天津又
接到山西省太原市通报，当地某企业经天津入境的印度进口冻
带鱼外包装标本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

7日18时至8日8时，天津市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
例，系天津海联冷冻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装卸工人；

10日，天津又增1名无症状感染者，系天津滨海新区东疆
港一名冷链从业人员；

11日，天津1名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确诊，系海联冷库
关联人员；同日，天津市一水产批发店的1份大比目鱼外包装涂
抹样本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短短几天时间，天津出现的病例均与冷链相关。事实上，今
年6月以来，全国多地局部疫情源头也都指向冷链，进口三文
鱼、厄瓜多尔冷冻南美白虾等冷链产品也屡次被检出携带新冠
病毒。

9月下旬，青岛港曾装卸过冷冻海鲜的2名工人感染新冠病
毒。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对青岛新冠肺炎疫情溯源调查过
程中，从青岛港工人搬运的进口冷冻鳕鱼的外包装阳性样本中

检测分离到活病毒。这是国际上首次在冷链食品外包装上分离
到新冠活病毒，并证实接触新冠活病毒污染的外包装可导致感
染。

冷链为何潜藏风险大？

记者调查发现，冷链屡次成为疫情风险点有多种原因。
首先，新冠肺炎病毒耐低温的特性使其在冷链食品表面更

易存活。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天津市疾控中心主任顾清
介绍，此前研究证实新冠病毒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条件下仍可
存活，冷库环境温度较低，适合病毒长期存活。

其次，各地在进行进口冷链疫情防控工作时，虽然会结合全
球疫情最新形势全面收集信息，科学确定抽检商品种类和批次，
但进口冷链食品数量多，抽检难以发现所有病毒。

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受封存场地、检测能力、消毒设施、人
员配备等因素限制，难以做到对所有批次取样检测。

此次涉事的天津海联冷冻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冷库面积

7500平方米左右，最大仓储量约1200吨。公司总经理张彦起
表示，公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防疫，但此前没有强制
规定冷库企业对货品全面消杀。

首农（天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主要提供进出口商品的仓
储、分拨和配货服务。公司副总经理郝学志介绍，在此次天津疫
情发生之前，公司就要求凡是进入库区的人员都必须提供7日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还会对所有出库货物外包装进行消杀，防
止病毒传播。

郝学志也坦言：“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疫情传播，我们无
法判断病毒潜藏在外包装、内包装还是食品本身，全部检测的背
后是巨大的人力成本与时间成本。”

此外，装卸环节成为防疫的难点之一。记者在北方某港口
看到，进口的冷冻集装箱货物进入冷库时，各类冻品需要装卸工
人一件件手工掏箱，然后再用叉车转移至冷库中储存。

记者在华东某港口采访了解到，许多地区装卸冷冻海产品
的工艺落后，由于冷冻海产品多是件杂货，必须由港口装卸工人
下到船舱，将货物一件件搬抬到网兜，再由吊机吊下船。

冷链防疫还需协同作战、人物共防

业内人士表示，按照《进口冷链食品预防性全面消毒工作方
案》要求，在进口冷链食品首次与我境内人员接触前实施预防性
全面消毒处理，可以从源头上最大程度降低新冠病毒通过进口
冷链食品输入风险。

国内冻品和水产进口供应链服务平台优合集团天津分公司
总经理王丽表示，进口冻品的消毒处理工作应避免降低口岸通
关效率，造成货物积压滞港。她认为，进口冻品在进入冷库、未
流通至市场之前是进行货物消杀的较好时机，而且各流程应避
免重复消毒。同时应注意保护货品外包装，避免二次污染。

一些码头管理人员和工人建议，相关部门应组织科技人员
联合攻关，对冷链食品装卸装备进行升级换代，最大限度减少人
员接触风险。同时推广使用紫外线灯，对冻品进行不拆包装照
射，最大限度地用现代科技提升疫情防控水平。

天津市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何鹏表示，针对冷链食品导
致的疫情传播，必须始终坚持人物共防策略，如果源头管控工作
存在疏漏，就会增加疫情局部传播的风险，增大防控成本。

何鹏建议，冷链相关从业人员要增强个人防护意识，避免皮
肤直接接触可能被污染的冷链食品。装卸工人在装卸来自有疫
情发生地区的进口冷链食品时，务必全程规范戴好口罩，避免货
物紧贴面部、手触摸口鼻。穿戴多个防护用品时，务必确保防护
口罩最后摘除。

顾清建议，消费者不要采购没有明确来源信息的冷链食
品。选购冷链食品时，应正确佩戴口罩，避免徒手接触食品表
面；购物后及时用肥皂或洗手液清洗双手，洗手前，双手不碰触
口、鼻、眼等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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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赵轶群 高诗雅)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不
仅给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带来新的挑战，也给学生的心理健
康带来很大影响。市教育局坚持学生至上原则，突出问题
导向，为全市20万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促进了心
理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有机融合。

坚持“防”字为先，筑牢心理健康堤坝。坚持一手抓学
校疫情防控，一手抓学生心理健康，制定了《关于积极应对
疫情加强师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紧急预案，成立疫情期间心
理健康工作办公室，重点抓好三项工作。一是专项小组打
头阵。在全市抽调有资质、有经验的专业教师，组建心理健
康公益咨询小组，开展疫情应激心理疏导志愿服务，共解答
疏导师生心理个案100余例。二是专门平台做宣传。在白
城教育公众号设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心理防护”专栏，发
布心理健康资讯，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打造共克时艰的互动
窗口。同时，在白城广播电视台《健康白城》栏目录制了心
理健康讲座《阳光心态，快乐高考》。三是专业教师当骨
干。下发了《关于利用网络平台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通
知》，从全市学前、义务教育、高中及大学中优选具备相关资
质和能力的心理咨询师，创建了256人的心理健康教师工
作群，为防范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抢占了先机、占据了主动。

突出“导”字贯穿，提升心理健康水平。针对学生和家
长提出的心理问题，坚持及时疏导、反复劝导、循循诱导，打

好一系列组合拳，最大限度减少疫情持续带给广大学生尤
其是中高考学生的心理压力。一是开展“九依托”活动。依
托学校心理服务平台和心理咨询室开展“心理团队辅导”

“心理讲座”等活动；依托家庭开展“让孩子重返校园心理援
助公益陪伴活动”；依托新闻媒体开展心理知识普及活动的
讲座；依托白城教育公众号设立“疫情防控期间心理健康知
识普及”和“心理健康，家庭教育”专栏；依托团市委开展未
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依托社区开展“心微笑，新力量”助
力活动；依托社会福利机构开展青少年抗抑郁的心理救治；
依托社会公益组织开展读书沙龙、团队游戏等活动；依托学
校开展家庭教育讲座，让广大学生在开展活动中保持良好
心态、健康心理。二是加强各方联动。组织召开教育系统
心理健康工作教师专题会议，在全市468所学校、23万师生
和100多万家长中快速凝聚共识，形成了市县联动、家校联
动的工作格局。借力域外资源，邀请吉林仁爱心理学校为
白城考生及家长录制《均衡营养，拥抱中高考》《考生家长心
理压力调试》《与考生谈睡眠》等公益心理健康讲座；邀请长
春市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杨元庭开展公益线上讲座，为全市
256名心理健康教师进行《运用冰山理论化解考试焦虑》的
专题培训。三是做好精准服务。5月中旬，舒兰市发生疫
情，我市600余名师生赴吉林参加体育测试返回后居家隔
离。为确保这些师生安全度过隔离期，下发了《关于做好

2020年体育考生隔离期间心理健康疏导工作的通知》，层
层落实心理健康老师、班主任和家长的教育责任，及时了解
居家隔离学生心理状况，随时解决心理问题。同时，成立心
理服务专家小组随时开展指导疏导服务，受理师生及家长
电话咨询10余例，有效解决了师生和家长的各类问题。截
至高考前统计，全市各高中开展心理健康教育320多次、家
长见面会20次、播放各类讲座50次，白城高考考生稳定，无
一例因心理问题导致违纪情况发生。

着眼“常”字落脚，确保心理健康持续。制定了《白城市
教育系统心理服务方案》，要求中小学设立心理辅导室，有
条件的学校创建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打造一支心理健
康教师队伍，全市468所中小学校均按标准、按比例配备教
师，保障所有学生接受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建设网络心
理服务平台，汇聚心理健康教育资源，服务师生；建设心理
服务示范平台，通过示范校带动，提升全市心理健康教育水
平；建设心理宣传平台，宣传心理健康教育政策，传播心理
健康教育知识，挖掘典型，引导家长，指导师生。通过讲座、
团体辅导、个体辅导等形式对学生开展心理教育和服务，使
在校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核心知识知晓率达到80%以上；
针对不同基础、不同层次的心理健康教师进行培训提升，实
现专业成长；通过家长学校等方式进行家庭心理教育方法
指导，使50%以上的家长能够正确开展家庭心理健康教育。

本报讯（记者汪伦）年初以来，
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充分发挥“白城
强戒”微信公众号新媒体作用，不
断围绕宣传要点、突出宣传重点，
抓住宣传热点，打造宣传亮点，戒
毒宣传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场所社
会影响力不断提升。

突出政治思想宣传。始终把
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作为新媒体首要政治任
务，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

向和价值取向，坚持党对司法行政
戒毒工作的绝对领导。

突出场所动态宣传。及时将
场所疫情防控、教育矫正、心理
矫治、康复训练、戒毒医疗及队
伍建设等方面工作动态进行报
道，全面展现戒毒工作成果成
效，增进全社会对司法行政戒毒
工作关注了解。

突出时间节点宣传。在妇女
节、青年节、建军节及医师节等

时间节点，推送系列专辑，全面
展现民警职工职业风采、精神面
貌，弘扬时代主旋律，传递戒毒
正能量。

突出先进人物宣传。先后推
送罗海波、李晓媛、刘学军及高
潮等民警扎根基层、甘于奉献、
敢于担当的个人先进事迹，充分
发挥典型引导示范功能，增强民
警从事戒毒工作的职业荣誉感、
自豪感。

解开疫情心结 守护心灵家园

市教育局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进口冷链食品为何屡次成为疫情风险点？
●新华社记者 栗雅婷 张宇琪 张旭东 张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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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榆天能重工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6月，由国内最大的风电塔筒制造企业青岛天能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和通榆加亿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项目达产后可年产风电塔筒10万吨，实现销
售收入10亿元，上缴税金6000万元，新增就业岗位160人。图为工人正在加工钢筋。

本报记者张殿文摄

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抓好新媒体宣传“四个突出”

郑立永，男，汉族，1972年5
月出生，吉林市实力出租车公司
出租车驾驶员。

郑立永在21年的出租车司
机生涯中，数次仗义出手、勇斗
歹徒，协助警方参与围堵肇事车
辆50余次，抓捕犯罪嫌疑人10
余人，为治安防控网络体系建设
作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最美
的哥”。

2013年6月5日，郑立永从
车载广播里听闻有一名持刀男
子，在朝阳街手机市场行凶后，
抢劫一辆黑色捷达车向雾凇大
路方向逃窜。郑立永马上驱车
向歹徒逃跑的方向追去。在吉
林市林荫路的一所住宅小区内，
郑立永和赶来的其他司机将歹
徒抢劫的车辆围堵住。歹徒持
刀想从副驾驶车门逃跑，郑立永
见状立刻随手捡起路边的砖头

进行阻止。在众多的哥和私家
车司机的共同努力下，歹徒最终
被控制在车内，警察随即赶到将
歹徒带走。

郑立永还有数次勇斗歹徒
的经历。2003 年 11 月 29 日
晚，郑立永开夜班车。一男子打
车坐在副驾驶位置，当行驶到一
个漆黑胡同里，郑立永感到有个
冰凉、锋利的东西顶住了自己的
脖子，他马上意识到遇上歹徒
了。他猛地用手死死按住歹徒
拿匕首的右手，用力把匕首从自
己的脖子下移开，抬起右脚猛踹
歹徒头部，把匕首抢了过来。顺
势抓住歹徒右手，将其控制住。
歹徒趁他报警之机，猛地起身逃
跑。郑立永扑上去，与他展开搏
斗，将歹徒制服并移交警方。

郑立永荣获吉林省道德模
范称号。

仗义出手 勇斗歹徒
——记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郑立永

道 德 模 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