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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码既要“跨区”也需“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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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疫情下租金纠纷要走出“零和思维”

疫情在可预料和可控

制范围内波动，实属正常。

在疫情面前， 确保信息的

公开透明， 这是满足公众

的知情权， 无论是为了交

上一张“零新增”成绩单的

一己之私， 还是为了促进

区域复产复工和居民消费

的良好初衷， 都不能成为

瞒报漏报的理由。 科学防

控的观念既需要公众的理

解， 也需要各级政府建立

共识，决不能讳疾忌医、弄

虚作假， 搞所谓的疫情防

控“一票否决”，这样才能

树立实事求是的战疫风

气， 巩固疫情防控来之不

易的成果。

———光明日报：《科学

防控 ，不把 “零增长 ”当包

袱》

面对假新闻制造者为

人们“量身定制” 的情绪

“病毒”， 受众也有必要加

固自身的心理防线。 尽管

要求受众事事都去核查并

不现实， 但还是可以从识

别典型的套路入手， 培养

对各类新闻的合理质疑能

力。比如，在接收一条内容

耸动、 引起强烈转发冲动

的信息时， 我们不妨先问

问自己： 我的情绪是不是

被利用了？

———中国青年报：《你

的情绪是不是被 “朋友圈

幻觉”利用了》

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越

大， 越要坚持政府过紧日

子， 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民

生福祉，实现节用裕民。一

方面，要优化支出结构，通

过压一般、保重点，把有限

的资金用在刀刃上； 另一

方面，要实施绩效管理，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 通过实

施资金保障、 减税降费等

一系列措施， 尽快恢复经

济运行秩序， 保持我国经

济社会良好发展势头。

———经济日报：《财政

压力大政府更要过紧日

子》

◎

木木 辑

3 月 24 日，广州市人

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第

52 场疫情防控新闻通气

会，介绍“穗康码”推广应

用情况。 据介绍，新的“穗

康码” 将作为实名电子身

份证明， 一次生成长期有

效。这几天，广州“穗康码”

以及红码情况将共享给国

家平台， 以实现全国一码

通行（《南方都市报》3 月

25 日）。

广州这则信息， 起码

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点。 一

是健康码“漫游”，即共享

给国家平台；二是“长游”，

也就是一次生成长期有

效。简单地讲，在时空两个

层面，“穗康码” 都将实现

突破。

目前， 全国大部分省

份都建设了本地健康码，在

各地疫情防控中发挥了积

极作用。但由于健康码是各

地自己建设的，而且是与不

同互联网公司合作，技术平

台也不一样， 因此标准不

统一、数据不共享、缺乏互

认机制， 给人员跨地区流

动带来了不便， 成为影响

复工复产的一个重要因

素。在这样的背景下，打破

画地为牢，推动健康码“一

码通行”，迅速得到了中央

有关部门的重视。

目前健康码漫游的问

题，解决得相对较好。据新

华社 3 月 21 日消息，全国

大部分地区健康码已可实

现“一码通行”。

健康码主要是应疫情

防控而产生的，推进“一码

通行”主要解决的是当下问

题。 但疫情终有结束一天，

在后疫情时期，健康码该何

去何从？ 就目前来看，选择

无非两种，一是结束使命，

永远成为一个历史记忆。

这种做法比较省事， 但有

一个遗憾， 那就是在健康

码的开发和运营过程中，

前期已投入了大量人力和

物力， 终止并删除所有数

据，对资源会产生浪费。

所以，第二种选择，值

得认真考量， 那就是推动

转型，挖掘数据价值，拓展

应用场景， 使健康码在疫

情过后， 仍然能够发挥作

用。毕竟，各地推进社会治

理创新和建设智慧性城

市，也需要大数据支持。

广州提出，“穗康码”

将作为实名电子身份证明

存在，推动其在地铁、公交

等更多领域的应用。 而在

2 月 23 日，杭州健康码完

成升级， 实现与电子健康

卡、电子社保卡互联互通，

一码通行的“健康杭州”公

共服务平台呼之欲出。 这

就是一种转型思路。当然，

拓展健康码应用， 需要严

把安全关， 防止信息泄漏

以及被互联网平台绑架，

这需要技术支持和立法保

障。

也就是说， 健康码既

要“跨区”也需要“跨界”。

所谓“跨区”，就是跨越区

域，实现充分的全国漫游；

所谓“跨界”，就是跨越领

域，推动转型，使其在其它

公共场景中也得到运用。

◎

毛建国 媒体人

今年受疫情影响，广州殡

葬服务场所暂停清明期间嘅

现场祭拜。 好在，仲有网上拜

祭同其他拜祭方式。

与网上拜祭唔同，传统嘅

现场祭拜好有仪式感，而祭祖

嘅食物都好有特色嘅。好似烧

猪肉噉，传统嘅“太公分猪肉”

除咗祠堂嘅春秋两祭外，清明

都会出现。 以前，生猪肉一般

唔可以带上山嘅，上山祭扫好

多都系带烧肉，用“金猪”祭祖

呢个习俗喺广府地区流传咗

起码成千年， 喺百几年前嘅

《花县志》 曾记载过分猪肉呢

嘅场景。

除咗烧肉， 拜山嘅祭品仲

有松糕、软皮煎堆、甘蔗、包子

等。 点解甘蔗都系祭品？ 据《番

禺县志》载，两百几年前，番禺

好多地方就种植果蔗。 每到清

明前后，“潭洲白蔗” 就开始畅

销， 历来都系郊游扫墓最合适

嘅果品，因为甘蔗携带方便，又

甘甜多汁。 广州人习惯将蔗嘅

两头都斩到尖尖哋，取义“甘蔗

旁生，以衍宗枝”。祭扫过后，会

将吃过嘅蔗渣掉喺坟前， 仲会

将包蚜碎后撒喺度， 都系寓意

保佑子孙“开枝散叶”。

艾糍都系清明节嘅应节

食品。 南方春天阴雨多，湿气

重，艾草长得正茂盛，食艾糍

最适合不过。喺增城人做嘅传

统艾糍入边， 仲会加入花生

米、糖碎粒、黑芝麻、红豆沙等

馅料。 ◎

阮栩 编辑

本应是消费旺季的

二三月， 因为一场大疫

蒙上阴影。 近来，受困于

客流锐减、销售额下滑，

服装、 餐饮等行业受损

严重， 不少商户呼吁业

主“减免租金”，一些纠

纷已发展为社会群体性

事件。 当租金纠纷成疫

情“次生灾害”，如何破

解？

事实上， 对于商户

的处境， 多数人能够理

解。 但当问题转化为“该

不该减租”时，租赁双方

往往各执一词。 商户认

为，疫情是飞来横祸，应

体现“患难与共” 的精

神；业主则认为，平时赚

了钱也没见分红， 为啥

亏欠就需要“有难同

当”，再说每月的贷款谁

来还？

如何 破 解 这一 难

题 ？ 最重要的是走出

“零和思维 ” 。 面对疫

情， 商户、 业主既是博

弈双方， 也是利益共同

体。 若无力承担房租的

商户选择退租或集体罢

市， 长远来看， 业主也

将蒙受损失。 对于政府

而言， 若放任不管， 矛

盾持续激化， 将引起不

少社会问题， 迟滞复工

复产进度， 酿成“多输

局面”。

因此， 政府需发动

基层组织和社会力量，

多措并举调解协商。 一

方面， 发挥行业协会、

商会、 工会等组织的影

响力， 在业内引导成员

单位合理谈判， 避免矛

盾尖锐化； 另一方面，

由街道或商务部门介

入， 作为中间人公证协

商 ， 妥善化解双方矛

盾 。 在具体协调过程

中， 视商户经营情况，

通过呼吁租金打折、 延

缓交租等多种方式， 减

少双方负担 ， 达成共

赢。

值得注意的是，政

府介入不意味着“拉偏

架”。“减租是情分，不减

是本分”，业主同样有难

处，不能将“救助”的责

任推给业主。 对于减租

业主， 可考虑给予其延

缓贷款期限、 适当减免

利息等政策， 以此起到

示范带动。

◎

吴剑锋 半月谈评

论员 （原载新华社 “半月

谈网”

3

月

25

日，本报有

删节）

抗疫也要有工匠精神

点

击广东

全民抗疫， 又有新

进展：

“广东省卫健委发

布疫情风险等级分区分

级名单： 广州各区均为

低风险地区 ， 全省已无

高风险区 ”

（《信息时报》

3 月 25 日）。成绩来之不

易， 还需继续努力。 毕

竟， 低风险不等于无风

险，防控措施还得做足。

正是有了广大抗疫

者严谨而细致的工作，

疫情防控形势才取得了

不断向好的局面。 除了

优秀的白衣战士， 还有

很多后勤人员的付出，

比如，

“广东

70

万社区

工作者奋战在 ‘疫 ’线 ”

（《南 方 日 报》3 月 25

日）。 社区（村居）工作者

筑就的防线， 有效隔离

了病毒的威胁， 大大降

低了感染率， 他们的努

力值得高度肯定。 又比

如，

“广东监狱 ‘零感染’

背后，是

5183

名狱警高

墙 内

58

天 封 闭 执 勤 ”

（《羊 城 晚 报》3 月 25

日）。 封闭执勤，意味着

不与外人接触， 避免了

感染的风险， 保障了整

个监狱系统的安全。 此

前， 山东等地监狱现出

疫情， 就是因为干警与

外人接触被感染， 进而

导致监狱内疫情扩散。

可见， 广东监狱系统早

期就实行封闭执勤，是

非常有远见的， 也体现

了严谨的敬业精神。

抗疫， 也需要这样

的工匠精神， 对每一个

细节都要仔细推敲。 你

看，

“一名发热旅客瞒报

行程入境 ， 珠海边检民

警发现信息可疑将其查

获并隔离 ”

（金羊网 3 月

25 日）。 民警的敬业，成

功隔离了一个风险源，

值得肯定。

当前， 外防境外输

入是重中之重。 为此，

“广州海关织密 ‘天网 ’

防疫， 入境人员核酸检

测全覆盖 ”

（《南方日报》

3 月 25 日），事关国民卫

生安全， 就得把防护网

织密、织细，哪怕是“小

题大作”，也值得我们点

赞。 ◎

王川 教师

关于东京奥运会能否如

期举办的争论终可告一段落。

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

延， 国际奥委会24日正式宣

布，原定于今夏举办的东京奥

运会将延期至最晚明年夏天

举行。 现代奥运会120余年历

史上，首次因非战争原因未能

如期举行。

这是一个无比艰难的决

断。 筹办奥运会是一项有着严

格时间表的系统工程。 从参赛

运动员到观众游客，从赞助企

业到电视转播商，从东道主到

各单项国际体育组织，奥运会

涉及的利益太广太复杂。 宣布

改期固然容易，但牵一发而动

全身，延期举办不仅会大幅增

加东道主的举办开支，更会打

乱整个国际体坛赛事体系的

运转周期。 最关键的在于，由

于疫情何时结束的不确定性，

即使奥运会延期，也难以迅速

定下一个令各方均满意的新

日期。 因而，当欧锦赛、法网等

大赛或延期或取消时，对于东

京奥运会何去何从，国际奥委

会难下决定。

从起初坚称没有“B计划”，

到后来“松口”表态考虑将延期

举办作为备选方案， 再到如今

官宣最晚延期一年， 国际奥委

会随疫情变化走一步看一步。

看似被动无奈的背后， 是其务

实与慎重的作风。 令人欣慰的

是，国际奥委会始终未忘“以

运动员为中心”的宗旨，决策

过程中积极与运动员代表对

话沟通，争取理解与支持。

危机总会发生。 但如何应

对危机，能看出一个组织的管

理和领导水平。 过去一百多年

来，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并非

一帆风顺，它经历过两次世界

大战的冲击，经历过“冷战”时

期的大规模抵制，经历过慕尼

黑奥运会“黑九月”事件以及

盐湖城冬奥会贿选丑闻。 每一

次国际奥委会都正确应对，渡

过了难关。

当下，奥林匹克运动又面

临一个艰难时刻。 疫情波及五

大洲，让奥运会如期举办的努

力化为泡影。 尽快确定新的奥

运会举办时间，将延期的不利

影响和损失降至最低，迫切需

要奥林匹克运动参与各方的

团结合作。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赛期

如何调整，都无法做到十全十

美，令各方满意，因此只有秉

持“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充

分沟通的基础上做到相对公

平，才能共克时艰。

奥运会之所以能超越民

族种族、意识形态、文化背景

等差异而成为全人类的共同

庆典，盖因它代表了人类社会

的团结、进步、友谊。 地球上形

形色色的人， 汇聚在五环旗

下，表达的是对共建人类美好

未来的渴望与信心。

◎

高鹏、姬烨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