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数九寒冬，战疫正紧。一张张令人泪目的照片在网上刷屏，暖化了无数人的心。记者选取其
中三张照片，找寻照片的主人公，讲述照片背后的感人故事。

点赞！了不起的你
——三张照片背后的泪目故事

第三张照片，其实是一张监控视频截
图。

在沈阳市大东区万泉街道永丰社区，街
坊邻居这两天见面都问同一个问题：找到了
吗？

大家要找的是一位身穿黑色羽绒服
的大婶。唯一的线索就是一张监控视频
截图。

1月8日，永丰社区办事大厅。一位身
穿黑色羽绒服的大婶来到社区工作人员面
前，放下红纸包裹的两万元钱。

“你们太辛苦了！我年纪大了帮不上什
么忙，捐两万元钱……”三言两语，还没等工
作人员回过神来，大婶就匆匆离开了。

“等我们反应过来追出去时，已经找不
到人了。”社区工作人员肖健说，她戴着口
罩，看不清脸，监控视频上只有背影。

大家展开红纸，看到了两万元钱，纸
上写着：向抗疫战线上的医疗工作者和志
愿者致敬！捐款人：一个热爱祖国和人民
的人。

“我们谢谢她！也想找到她，把钱还给
她。”永丰社区党委书记隋宏丽说，社区里许
多人靠一个月两三千元的退休金生活。这

笔钱攒起来不容易。
为了找到这位扭头就走的大婶，社区公

布了这张视频截图，希望能发动社会力量一
起寻找。

许多网友也在寻找着。因为那张红纸
装着的，是滚烫滚烫的心。

（记者徐扬、王莹、郭翔、汪伟、李恒）
（据新华社沈阳1月12日电）

照片三：扭头就走的大婶，你在哪？

1月6日下午，一张大连海洋大学师生顶
风冒雪推车运送防疫物资的照片刷屏网络，
湿润了众多网友的眼眶。19岁的大二学生
李宗余就是这组照片中的主人公之一。

“我就是那个蹬车少年。”在电话另一头，
李宗余笑着跟记者说，“我从小在农村长大，
帮家里干活的时候学会了骑电动车。”

“蹬车少年”上任始于2020年12月22
日。为防控疫情，大连海洋大学封闭校园，
17名平均年龄19岁的学生组成了青年抗疫
突击队，承担起每日运送物资的任务。

“那天雪太大了，蹬车可费劲了。”李宗余

说，就是那天，突击队连推带拉分3次运送了
整整28箱防疫物资，该送的一箱也没有落。

李宗余在前面蹬，后面还有10多个人
在推。带队老师王海鹏就是其中一个。

“当时雪真大，我们穿着防护服、戴着护
目镜，眼睛睁开了也看不清路。脚下还打滑，
就是摸索着跟着感觉走。”王海鹏回忆说。

这张照片火了，李宗余的父母也知道
了。看到网友的集体点赞，爸爸妈妈感到欣
慰和自豪，鼓励儿子坚持下去。

有网友说，从照片上虽然看不到那一张
张青春的脸，但他们的样子真的好帅。

照片一：风雪里的蹬车少年

日月轮转，一个孤单而坚强的背影“纹
丝不动”。

这是一张颇具“艺术感”的照片，在网上
赢得了无数点赞。

照片里身着防护服坐在封闭管理小区
楼下的“白衣守护者”名叫刘莹辉，是一名社
区工作人员。

2020年12月20日，作为志愿者的她到
中风险地区的大连金普新区金润小区B区
的抗疫一线，服务26号楼的85户居民。

采购统计、传递信息、分发物资……每天
早6时，刘莹辉准时“上岗”，工作繁杂而紧凑，
手机不离手。社区为志愿者们准备了休息岗
亭，但她觉得来回走不方便，索性就搬到居民楼
下的草坪上露天“办公”。

等到21时“下班”时，刘莹辉已经被冻
透了。26号楼的居民在微信群里说要给她
搭棚子、送暖垫……她赶紧回复说：“大家都
打住啊……你们不下来，就是帮了我最大的
忙……”

刘莹辉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丈夫非常
心疼她，也申请成为志愿者，与妻子在同一

小区上岗。“我们俩在一起，不冷。”刘莹辉笑
着说。

有网友说，有你在，我们好暖。

照片二：你孤单的背影是冬日最美“风景”

1 月 8 日，在沈阳市大东区万泉街道永
丰社区办事大厅，一位身穿黑色羽绒服的大
婶向医疗工作者和志愿者捐款的监控视频
截图。

社区工作人员刘莹辉白天在封闭管理
小区居民楼下的草坪上露天“办公”（2020
年12月20日摄）。

（本组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1月6日，大连海洋大学师生顶风冒雪推车运送防疫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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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近来，多国
对早期新冠疫情又有一些新发现，引发学界
对新冠病毒起源和传播的新思考。

意大利米兰大学牵头的一个国际研究
团队在《英国皮肤病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
从该国一名年轻女性皮肤病患者2019年11
月10日的活检样本中发现了新冠病毒基因
序列。这一结果将意大利“零号病人”出现
时间再次提前到2019年11月。意大利首
次报告新冠确诊病例是去年1月30日，报告
本土病例是去年2月21日。

去年12月，米兰大学另一组研究人员
在美国《新型传染病杂志》上报告说，他们
检测了2019年9月至去年2月期间采集的
39份口咽拭子样本，这些样本来自疑似麻
疹但最终麻疹检测呈阴性的患者。结果发

现，一名居住在意大利米兰周边的4岁男童
样本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这份口咽拭子
样本采集于2019年12月5日，该男童在那
之前一段时间没有外出旅行史。研究人员
对病毒进行基因测序发现，病毒毒株基因
组序列与武汉出现的新冠病毒参考序列
100%相同。研究人员认为，这一病例的时
间明显早于意大利官方此前公布的该国首
个新冠病例确诊时间，推测可能2019年秋
末意大利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已有新冠
病例出现。

去年11月30日，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
中心研究人员在《临床传染病》半月刊上报
告说，2019年12月一些美国人献血样本中
已有新冠病毒抗体存在，这意味着那时候新
冠病毒或已在美国出现，早于美国官方报告
首例新冠确诊病例的时间。

西班牙去年 1月 31日报告首例新冠
确诊病例，去年2月25日报告首例本土病
例，但该国研究人员却在 2019 年 3月 12
日采集的废水样本中发现了新冠病毒的
踪迹。

除西班牙外，巴西和意大利研究人员也
分别在当地报告最早确诊病例之前的废水
样本中找到了新冠病毒存在的痕迹。

巴西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去年7月2日
发表研究报告说，由该校领衔的一个研究小
组在圣卡塔琳娜州首府弗洛里亚诺波利斯
市2019年11月27日采集的废水样本中检
测到了新冠病毒的遗传物质。这比美洲报
告首例新冠病例的时间提前了约2个月，比
巴西报告首例新冠病例的时间提前了约3
个月。

意发现该国一名女性2019年11月已感染新冠病毒
更多研究发现改写新冠疫情时间线

□新华社记者

12日0至10时，河北省新增21例本土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日黑龙江省新增8例
无症状感染者。此前据国家卫健委通报，1
月11日0至24时，新增本土病例42例（河
北40例，北京1例，黑龙江1例）。为尽快排
查出阳性病例，阻断疫情扩散，河北、黑龙
江、辽宁、山西等地的相关地区在做好流调、
消杀等同时，升级管控措施，开展核酸检测
工作。

河北省卫健委12日通报，11日0至24
时，河北省新增40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新增26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另据河北
省政府新闻办12日通报，12日0至10时，河
北省新增2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
日及12日均无新增死亡病例和疑似病例。

为尽快排查出阳性病例，阻断疫情扩
散，河北12日开始对石家庄市、邢台市开始
进行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同时，对临近的

定州市、辛集市，同步开展第二轮全员核酸
检测。石家庄市藁城区对发现病例最多的3
个村和有病例的12个村，实行集中隔离，应
隔尽隔。对临近的5个尚未发现病例的村，
实行封闭管理，居家防控。邢台市全市涉及
南宫病例的密接和次密接者，已经采取集中
隔离措施。

廊坊市固安县11日报告1例本土确诊
病例后，将确诊病例居住小区划定为中风险
地区。廊坊市及固安县已组织开展全员核
酸检测。针对新发现病例，廊坊市已开展流
行病学调查，对密切接触者和次密接进行全
面排查，全部进行集中隔离、核酸检测。

此外，河北省对石家庄市、邢台市、廊坊
市全域实行封闭管理，人员、车辆非必要不
外出。采取最严格的管控措施，封住大交
通，管控小交通，坚决防止重点地区人员流
动导致疫情向外传播扩散风险。

继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之后，1月12
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伊春市

大箐山县均出现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分
别新增7例、1例。

1月12日15时起，绥化市主城区所有
进出城口全部封闭，各乡镇、村屯进出机动
车通道只保留1条应急道路；关闭火车站候
车大厅和进站通道，禁止旅客进站上车，出
站人员携带三日内核酸检测报告，佩戴口
罩、扫码、测温后允许通行。绥化市公交车、
长途客车、通乡通村客运车辆全部停运，出
租车仅限城区内运营，车内人员实行物理隔
离；绥化市各小区及乡镇所在地、自然屯实
行封闭管理，非本小区和村屯人员一律禁止
进入；对于出现核酸检测阳性病例的小区
（村屯），禁止人员出入。

自1月11日发现两例新冠病毒无症状
感染者以来，山西省晋中市在做好流调、消
杀等防控工作的同时，升级管控措施，并将
于13日起对晋中市榆次区进行全员核酸检
测。12日，当地卫健及疾控部门对2名无症
状感染者所在的高村等重点区域的6981名

常住人口及流动人口进行了核酸检测，结果
全部为阴性。

1月11日0至24时，北京市顺义区新增
1例确诊病例，系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顺
义区第一时间对新增确诊病例居住的北石
槽镇北石槽村实施全面封闭管控，紧急组织
开展核酸检测。截至12日14时，全村1670
人全部按照1:1进行核酸采样，目前已出结
果1158人，全部为阴性。北石槽镇累计核
酸采样9960人，目前已出结果8609人，全部
为阴性。

从1月11日起，沈阳市在铁西区、皇姑
区、于洪区启动了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工
作。截至1月12日12时，上述3个地区核
酸检测累计完成采样1293829人，累计完成
核酸检测350082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据了解，大连市计划从1月中旬开始启
动低风险地区高校学生寒假离校工作，组织
学生错时错峰、安全有序、分期分批离校。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河北、黑龙江等地升级管控措施

石家庄、邢台、廊坊全域封闭

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记者 安
蓓）记者12日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
部门发布意见，要求统筹做好2021年春运
工作和疫情防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有
序出行。

2021年春运将从1月28日开始，3月8
日结束，共计40天。《关于做好2021年春运
工作和加强春运疫情防控的意见》指出，要
把疫情防控放在首位，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
和局部应急处置有机结合，切实强化底线思
维，充分预估风险挑战。

经会商研判，2021年春运我国人口流
动规模将显著低于常年，客流量存在较强不
确定性。在需求缩减和运力提升双重作用

下，预计营业性客运压力将减轻，高铁、民航
出行比例进一步提高，小客车出行偏好明显
增加，恶劣天气、农村道路安全风险等需要
高度关注。

意见要求，健全协调有力的春运工作机
制。各地区要建立由政府主管领导牵头的
春运工作机制，并将卫生健康、教育、文化旅
游部门纳入。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各
类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春运期间要增加
通风、消毒等措施频次，落实飞机、列车、长途

客车、重点水域水路客运等交通运输工具的
实名购票、对号入座。加强乘客和一线职工
个人防护。所有客运一线服务人员要规范佩
戴口罩，督促要求旅客全程佩戴口罩。

意见明确，要切实加强运力保障，着力优
化运输衔接。积极引导错峰出行，倡导职工
群众就地过节。鼓励用人单位结合工作需要
和职工意愿，统筹安排休假。工会组织要积
极与用工单位协商息工开工时间，组织做好
务工人员错峰返乡返岗。鼓励互联网企业开

发春运信息服务产品，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及
时预测发布热门目的地、交通枢纽客流量、道
路拥堵等信息，引导旅客合理安排出行。

意见强调，把安全生产作为重中之重，
有效应对恶劣天气，做好道路疏堵保畅。要
适应疫情防控要求，打造便捷出行环境，保
障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在智能化条件下的出
行服务。在外出务工人员集中地协调开行
专车、专列，根据需要组织开行农民工返乡
和回城“点对点”包车运输。

11部门：统筹做好2021年春运工作和疫情防控

□新华社记者 陈灏

导致 22 人被困的山
东烟台栖霞市笏山金矿事

故，迟报时间长达30个小时。涉事企业对生命的漠视，无异
于草菅人命，就是与人民为敌，国法必不容。

烟台市发布的消息显示，这起事故发生在10日14时，但
企业向栖霞市应急管理部门报告时，已经是次日20时。长达
30个小时的时间里，企业虽然组织了救援，却始终没有向栖
霞市应急管理部门报告，直到发现救援难度超出自身能力，才

“揭开盖子”。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重大事故早报、快报，早已成为共

识。第一时间上报，意味着政府部门可以更早、更专业、更大力
度实施救援，为被困或受伤人员争取更大脱险机会。《生产安全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就明确规定，事故单位负责人在接
到现场报告后，应当在1小时内向地方政府部门上报事故信
息。同时，国家有关法律对迟报、瞒报事故有严厉的惩罚规定。

然而，在一道道“高压线”面前，总有个别企业和地方政府
部门存在侥幸心理，事故发生后不是抢时间争取救援力量，而
是“争取时间”将事故“大事化小”，企图逃避处罚。直到藏不
住了，才向上级政府部门“求救”。

迟报，消耗的是被困人员脱困生还的机会。笏山金矿事
故中，第一时间上报和拖延30个小时之后上报，可能导致22
名被困人员最终的命运截然不同。置22个鲜活的生命于更
加危险的境地，这样的企业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春节将至，每个家庭都期盼团圆。我们期盼22名被困人
员能尽快脱险，也期待着有关方面尽快揭开践踏生命的企业
的“黑盖子”，一查到底，给人民一个交代。

（新华社济南1月12日电）

迟报矿难，就是与人民为敌

新华社济南1月12日电 （记者 陈灏）记者12日晚从
山东烟台栖霞市笏山金矿事故现场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救援
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井下300米空气质量已经达标，救援吊桶
已经到达井下180.5米。

烟台市政府安委会副主任、应急管理局局长孙树福介绍，
目前山东能源兖矿集团、山东能源淄矿集团等单位的9支矿
山救援队伍和烟台市消防救援支队正全力实施救援。救援组
不间断作业，力争最大限度提高救援效率。

据他介绍，因井筒装备遭到爆炸破坏，通风管下放阻力
大，排放有毒气体、清除障碍物需要一定时间，现场救援情况
复杂、难度较大、任务艰巨。通过全力加压排气，专家论证认
为井下300米以上空气质量已基本达标，370米以上不具有
危险性。

截至1月12日16时，救援吊桶已经到达井下180.5米；
消防队员将声音检测系统输送至井下370米处，正在持续监
听井下动态；备选方案中的3个钻孔已完成选点论证，1台20
厘米口径钻机已入场作业，1台30厘米口径钻机已到达现场
正在安装，1台75厘米口径钻机预计于13日凌晨到达。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倾尽一切办法，绝不轻言放弃。”
孙树福说，救援指挥部将坚持把救人放在首位，全力推进井筒
清障作业和救生孔施工，争分夺秒、不惜代价抢救被困人员。

1月10日14时，山东五彩龙投资有限公司笏山金矿距井
口240米处的“一中段”发生爆炸，导致22人被困井下。

山东笏山金矿救援：

井下300米空气质量已达标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11日电 （记者 徐剑梅 邓仙来）
美国国会山骚乱事件发生后，定于1月20日举行的美国当选
总统就职典礼的安全问题引发联邦和地方当局担忧。美国总
统特朗普11日宣布，首都华盛顿特区进入紧急状态。

白宫声明说，紧急状态将持续至24日，并授权美国国土
安全部和联邦紧急措施署“调动和提供必要设备和资源”，协
调并帮助总统就职典礼前后的联邦和地方安保工作。

11日辞职的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表示，由于
“安全形势不断演变”，他在辞职前数小时已下令将针对总统就
职典礼的特别安保措施提前6天启动，即从19日提前至13日。

美国国民警卫队司令丹尼尔·霍坎森11日宣布，到16
日，华盛顿特区将部署至少一万名国民警卫队队员。他表示，
还可能向一些州增派5000名国民警卫队队员。

华盛顿市长缪里尔·鲍泽及毗邻华盛顿特区的弗吉尼亚
和马里兰两州州长11日发出呼吁，以6日国会山骚乱事件和
持续肆虐的疫情为由，敦促民众不要参加总统就职典礼活动。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当天宣布将华盛顿特区最高地标
“华盛顿纪念碑”及其公共通道关闭至1月24日，“以应对针
对游客和公园资源的具有可信度的威胁”，其间还可能临时关
闭华盛顿市中心博物馆云集的“国家广场”相邻道路、停车场
和洗手间。

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安全引担忧

华盛顿进入紧急状态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记者 胡喆）重型运载火箭发
动机研制取得新进展、空间站核心舱春季发射……记者12日
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拟服务于重型运载火箭
的大推力补燃循环氢氧发动机关键技术攻关已取得积极进展。

据悉，大推力补燃循环氢氧发动机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六院负责研制，其性能指标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能更好地满
足我国未来火箭和重大航天任务对动力的需求。该型发动机
的研制可填补我国氢氧发动机型谱和技术空白，对诸多基础
学科和工业领域有巨大的牵引带动作用。

根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此前披露的信息，我国正在
研制中的重型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0吨，是实
施月球探测、深空探测，开展大型空间基础设施建设、空间资
源开发利用的重要依靠，可极大提升我国开发利用空间和维
护太空安全的能力。

与此同时，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研制的多型火箭发动机
也传来了新消息。此前，由该集团六院研制的长征五号B运
载火箭大推力氢氧发动机顺利完成了一次型号可靠性试车，
进一步验证了大推力氢氧发动机的能力，为长征五号B运载
火箭执行空间站任务奠定了基础。

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将执行空间站各舱段的发射任务，
其中核心舱将于今年春天率先发射。此次试车是根据工程总
体安排的专项工作之一，有利于提高整个空间站任务建设阶
段发动机的可靠性。

我国重型运载火箭发动机研制取得新进展

空间站核心舱春季发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