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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外留学生发放“健康包”彰显祖国大爱

外交部官网3月24日消息，当前，境外
新冠肺炎疫情多点爆发， 快速扩散蔓延，
显著增加疫情外部输入风险，同时也严重
威胁海外中国公民健康安全。 各驻外使领
馆因地制宜，筹集馆内防疫储备物资向留
学生提供“
健康包”， 发放防疫急需的口
罩、消毒湿巾、预防药品等，让海外学子深
切感受到党和祖国的关心关爱。
“
儿行千里母担忧”。 每位海外学子都
是华夏儿女， 祖国就是他们共同的母亲。
他们漂泊异国他乡，最牵挂他们的除了家
中的父母，还有祖国母亲。 现在，海外疫情
大暴发，多国陷入危机之中，而身处其中
的海外留学生，他们的健康安危和现实状
况，自然引起了祖国母亲的高度关切。
近来，随着形势的迅速变化，不少国

家的疫情态势急剧恶化，感染传播风险增
加。 而此时国内疫情形势已经得到根本遏
制，因此有许多海外华人华侨，包括众多
留学生在内，纷纷选择回到祖国母亲相对
安全的港湾
“
避疫”。
虽说祖国的大门从未对他们关闭，但
是由于回国人数短期内剧增，导致很多航
线都出现了一票难求或是天价机票的现
象， 更何况还有一些国家紧急关闭了国
境， 还有一些航空公司中止了跨国航线。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在这个特殊关头有
不少留学生他们的回国之路并不那么平
坦，也谈不上一帆风顺。 如果回国遇阻，那
就难免会有很多留学生不得不硬着头皮，
或者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留在他国。
毫无疑问，对于这部分孤悬海外的中

华儿女，国家不会忘记他们身处的险恶处
境以及遇到的现实困难，更不会抛下他们
不管不问。 虽然此时是否选择回国是留学
生们自己的权利， 并且现在也没到出动
“
战狼”撤侨的境地，而情况也远比从境外
某国组织单点撤侨更复杂，但是我国驻外
使领馆已经按照外交部统一部署，第一时
间行动起来。
根据报道，当前各驻外使领馆正在想
方设法帮助受当地疫情影响的海外同胞
特别是广大留学生解决防护物品短缺等
实际困难。 如，驻意大利使馆通过全意40
多个学联会向在意留学生发放
“
健康包”，
针对在意留学生的实际困难和迫切需求
积极提供帮助。 驻法国使馆短时间内筹集
上万只医用普通口罩等物资，分发给60多

期待博物馆直播成为新常态

“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想听什么。 ”3月14日
晚，西安碑林博物馆讲解员白雪松在淘宝直播平台完成第五
场直播，观看量30多万，点赞数超过340万。 自2月23日首开直
播以来，白雪松因幽默生动的讲解方式在网上走红，被网友称
为
“
文博界李佳琦”
“
西安窦文涛”。
受疫情影响，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纷纷关门歇业，但是公众
的文化消费需求，并不会因为博物馆闭门歇业就消失。 在这种
情况下，从今年2月开始，抖音、淘宝、腾讯、快手等大型互联网
平台相继举办
“
云游博物馆”直播活动，全国几十家博物馆参
与，网友反响热烈，单日观看量超过千万。
本来
“
云游博物馆”只是在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下的一种
非常举措，多少都带有一些被动成分，但是自从开展这一活动
以来，却让人有了意外的发现。 比如2月23日，甘肃省博物馆
在淘宝直播平台举办了两场直播。 直播间实时在线人数最高
达90多万，是该博物馆去年全年观众总数的半数以上，点赞
数超过了50万。
数字的背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些即便没有疫情影响，
也不会到博物馆进行参观的网友，却因为有了
“
云游博物馆”
的直播活动而在线完成了对博物馆的参观。 那么一个设想也
“
云游博物馆”活
随之而来，等到新冠肺炎疫情结束，这样的
动，能否成为一种新常态而继续存在下去？ 在网友们的心里，

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引导公众参观博物馆的重要意义，无须过多赘述，但是不
得不承认的是，即便在非疫情的正常时期，博物馆也不是公众
外出旅游时的首选，多数都是到了某个城市，而正好这个城市
有个比较有名的博物馆，然后顺带着去参观一下。博物馆所面
临的这种尴尬，存在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不管是博物馆的管
理者，还是地方文化部门，似乎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但是这次
疫情防控形势下的
“
云游博物馆”，却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
可能。
为什么在线直播博物馆的活动， 能够受到网友的热烈欢
迎？ 除了博物馆本身藏品丰富之外，还得益于其他一些原因：
比如网友足不出户， 动动鼠标或手机就能看到千里之外丰富
的馆藏文物； 比如博物馆的解说员在镜头面前比现场解说更
容易发挥，表现也更为出色，其幽默轻松的解说风格，满足了
年轻网友的需求。就像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解说员白雪松，就因
为其既幽默风趣，同时又包含大量知识点的
“
云解说”而被网
友称为
“
文博界李佳琦”
“
西安窦文涛”。
鉴于此，疫情结束以后，
“
云游博物馆”也就有了继续保留
的必要。 各地博物馆和文化部门，理应好好总结现在参与
“
云
游博物馆”的经验，既要升级直播设备，也要提升解说员的综
苑广阔
合素养，全面迎接
“
云上博物馆”时代的到来。

为“医务烈士”子女高考加分是“美丽公平”

黑龙江近日发布通知，在提高疫情防治人员薪酬待遇、做
好工伤认定和待遇保障等多方面， 对参与疫情防治的医务人
员予以关爱；同时还明确被认定为烈士的医务人员子女，参加
普通高考、 成人高考的， 在文化课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加
20分。
为
“
医务烈士”子女高考加分，是
“
美丽公平”，值得推广。
美丽在符合法律规定，体现法律公平。《烈士褒扬条例》中
明确规定，烈士子女报考高等学校本、专科的，可以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降低分数要求投档；根据教育部的相关规定，高考加
分合计
“
不得超过20分”。“
医务烈士”子女属于
“
烈士子女”的
重要组成部分，加20分，理所应当。 法律贵在公平，在烈士子
女加分面前，所有的烈士子女都应该加分，无可非议。
美丽在对烈士子女的抚慰，体现对孩子的公平。在这次疫
情防控斗争中，广大医护工作者，舍生忘死，为了人民的利益
付出了很多很多，甚至自己的生命。他们中的烈士是最杰出的

代表，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大家的安宁，他们的家庭失去
了很多，尤其是对他们孩子更是一种巨大的损伤，加分是对烈
士子女弥补与安慰，是一种社会公平。 如果不加分，则是对孩
子的不公平。
美丽在弘扬社会正气，体现时代公平。中华民族是崇尚英
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
加分符合法律规定，是对英烈子女的公平，也能激发起其他人
的敬慕感，从而，让弘扬社会正气接地气，树正气，货真价实。
如果光说不做，那就没有体现时代的公平，不利于弘扬正气。
“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是家国
的精魂。我们应该让英雄的脊梁精神永远传承，精魂情怀永远
弘扬，呵护好英雄子女，为
“
医务烈士”子女高考加分是重要举
措。 笔者期盼这个举措尽快全国推广，感恩
“
医务烈士”，弘扬
烈士精神，昂扬时代正气，让这种
“
美丽公平”绽放天南海北。
殷建光

减免租户租金各方应当形成合力
这个春天，对许多租户来说，可能是最为
“
难熬”的几个
月。疫情下，租住的房子仍需要按时交房租；大部分商场、店铺
延缓开业，即使开业了也面临人流量下降、收入大幅下滑的困
境。无论是对于外地租户还是商铺租户来说，减免房租成了他
们最大的诉求之一。
然而，租户由于疫情下缴纳房租产生的压力巨大，提出减
免租金要求后，却遭遇了现实阻力。 虽然很多人无法复工，没
有收入， 有房主考虑减租和延迟交房租， 想承担一份社会责
任，但房东的利益也该受关注，他们也要吃饭过日子，有些房
东还要还贷款，长此以往肯定不是办法。
平时，企业在经营时都需要承租房产，而疫情期间又基本
处于无法经营状态，可作为租户仍然需要支出房租，使企业雪
上加霜，甚至有些中小企业连生存都是问题。 疫情下，多数酒
店、餐厅、小微企业等都面临着没有收入却依然要缴纳房租的

压力。 即使不少地方在逐渐复工复产， 但仍无法在短期内盈
利。
本来，房东和租户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双方都受益才是良
性循环，就算按照法律规定让房东给租户减免租金，但如果房
东承受不起，无疑将导致
“
恶循环”，更不会长久。所以，如何在
房东和租户之间找到利益平衡才是正途。而此时，政府当有所
作为，好消息是，多地已有所行动，鼓励减免租金。北京、上海、
广东、辽宁等已陆续发布相关措施，为企业、商户减免房租。
可见，要想解决疫情下的租户的租金减免问题，既不能全
靠房东，但也不能完全依赖政府，而是要各方形成合力。 疫情
期间减免房租，对于租户来说当然是雪中送炭，可以及时缓解
经营者的经济压力，但仅靠某一方显然做不到。 因此，只有各
方都参与进来，才能形成更大合力，以使出租人和承租人都能
刘天放
渡过这个暂时难关。

个在法学生联合会和抗疫互助组。 驻加拿
大、瑞典、韩国等使馆则多方调集防疫物
资，及时发放给当地的留学生，指导大家
科学防控。
因此这个时候外交部组织给中国留
学生发放“
健康包”， 毋庸置疑是雪中送
炭， 是留学生们共同期盼的健康及时雨！
疾风知劲草，危难见真情，也许平时可能
不觉得，而在这个时候就格外显示出祖国
的伟大和温暖。
希望我国的驻外机构下一步能够根
据海外疫情变化， 及时调整支援策略，随
时随地给予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境外中国
公民以更加有力的援助支撑，进一步提升
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获得感与幸福感。
徐建辉

从两条热新闻
看“干部带头”
这几天两则
“
松绑”的新闻引发热议，择其在
文，借以说开几句。
新闻一：西部某局发文，倡议干部带头下馆
子消费，并建议每月不少于200元，一是体验复
市之难， 二是以实际行动支持餐饮业喘过气
来——
—其实不止这一个局， 东西南北都有了书
记、市长到网红餐馆
“
打卡”自掏腰包支持商家的
新闻；
新闻二：东部某市开常委会，书记以下，都已
不戴口罩——
—其实何止这一个市，上海的副市长
也在重大项目签约仪式上率先摘下了口罩。
当然类似的
“
松绑”新闻，还不止上述两条，
比如众多市、区都取消了企业复工复产的备案甚
至审批手续，可以自行决定开工；又比如有些高
校已不强求师生戴口罩了，尤其在通风好、非人
群聚集区更是可以不戴口罩了。
这些新闻，之所以引发热议，是因为它们的
意义，早已超出了事情本身，而传递了强烈的
信息。
比如，当下的情势演变，其中重要一条，是疫
情防控取得了持续向好的阶段性战果，形势发生
了
“
阶段性变化”。 我们一要
“
因时”，把防控重点
转移到
“
输入性”上来；二要
“
因势”，复工复产复
市是大势所趋，我们要因势利导；三还要
“
因情”，
“
人心思动”是人之常情，要重视
其中一条，就是
和回应社会性的人心所向。“
天予不取， 反遭其
殃，时至不迎，反受其累”，当前，我们要防止两种
倾向：一是
“
见事迟”、反应慢，看不到、体会不到
形势正在起着
“
阶段性变化”，有些部门的策略和
手段仍停留在抗疫前一阶段， 这种形而上学、不
求变化的僵滞观念，应当迅速改变；二是不担当、
怕风险， 有的同志不是看不见形势和任务的变
化，而是仍抱着
“
多干多错、不干不错”、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甚至
“
不要冲在头里”、力保中游不当
“
出头椽子”，宁可慢一拍，
“
一看二听三通过”，也
不愿冒那么一点风险、担一点肩胛，所以不负责、
不拍板，你跟他说经济社会正常运行和发展“
等
不起、慢不得、坐不住”，他却在那里打他的
“
X门
太极拳”。 这些倾向， 是阶段性变化面前的新苗
子，应当予以重视。
又比如说，我们说事情正在起着“
阶段性变
化”，是不是说防控疫情的主要矛盾已经变了呢？
没有。 这是因为事物性质的变化，是由主要矛盾
的主要方面决定的， 主次矛盾间即使要转化，也
要经历从量变的积累到质变的飞跃的质量互变
过程。 我们仍然处在特殊时期，仍然处在防控疫
情的
“
人民战争”中，这个性质没有变，并不因为
“
阶段性变化”而起了质变。 因此，我们决不要轻
言成功和胜利，我们思想上的弦一点一时也不能
“
松”，口罩在一定情况下可以逐步摘除，但思想
上的
“
口罩”还远远不能摘下。
文首那两条新闻， 一是说干部带头下馆子，
一周消费不低于200元，这不是已经在防止和反
对扎堆狂饮的
“
报复性聚集”了吗，而那个市委常
委会，也是在通风条件好且人员稀少的前提下才
“
摘下口罩”的——
—所以本文中的松绑二字，是打
凌 河
了大大的双引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