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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廉江市人武部组织全体干部
职工，以及长山、良垌、车板、和寮、新民
等部分镇街的专武干部、民兵参加无偿
献血活动，为抗击疫情、拯救生命献血。
共计63人符合献血条件，累计献血总量
达13000毫升，进一步缓解了廉江临床
用血紧张局面。（据3月 31日《湛江晚
报》）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爆
发以来，我市市民自觉响应国家的号召
进行居家隔离防控，尽可能减少外出，这
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传染源，降低了感

染率，为我市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了积极
贡献。然而，因为受疫情影响，导致今年
献血人数较往年同期锐减，在全市各类
各级医疗机构逐步恢复正常诊疗秩序的
背景下，临床用血需求将迎来高峰，血液
保障面临严峻挑战。因此，有必要倡导
广大市民在积极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积
极参加和参与疫情防控期间的无偿献血
活动，支持我市的无偿献血保障工作。

无偿献血是一种奉献，一种升华，更
是生命的赞歌。用可再生的血液去拯救
不可重来的生命，也是社会正能量的传

递。“无偿献血，奉献爱心”不应该只是一
句空话，每个人都需要为之付出行动。
病毒无情，人间有爱。在这场看不见硝
烟的战“疫”中，无偿献血也是前线，志愿
者们挺身而出，用自己的涓涓热血去救
助他人的生命，就是用行动践行着初心
和使命，为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

无偿献血是一项崇高的社会公益事
业，也是我国输血事业的发展方向，它体
现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
神。特别是在疫情防控关键期，以义务
献血方式支持全国抗疫，彰显着广大人

民群众的家国情怀和同舟共济、守望相
助的精神。这事实上也是以另一种方式
为阻击疫情做出贡献，是一项利国、利
民、利己的善举，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
务。

疫情要防控，病人要救治。每一位
无偿献血者，都是一个为爱逆行的勇
士。防控疫情需要大家理性应对，无偿
献血需要你我共同参与。我们希望，在
廉江市人武部全体干部职工的带动下，
能有更多的热心市民主动伸出手臂，挽
起衣袖，为抗击疫情助“一臂”之力。

向外卖小哥
收“买路钱”

华商报 近日，不少外卖
骑手称位于西安市科技二路的
甘家寨小区，对外卖骑手进入
小区取餐、送餐做出了不合理
的收费规定——3月 23日起，
外卖骑手若骑车进入小区取
餐、送餐，必须交纳 50元月
费，否则无法进入。社区居委
会表示，收费是为了约束骑手
横冲直撞。

微评 为了更有效地防控
疫情，前两个月很多小区、村
居都实行了封闭式管理，除居
民、村民以外，外人“谢绝入
内”，外卖小哥也不例外。非
常时期，可以理解。但如今除
了武汉其他地方都解封了，外
卖小哥可以进入小区送外卖
了。但西安这个社区却以“约
束骑手横冲直撞”为由每月收
取 50 元，这不仅不近人情，
更涉嫌违法了。我们应该看到
这道“特殊的风景”：疫情期
间，快递员、外卖小哥也是最
美“逆行者”中一员，他们不
顾个人安危，为宅在家或自我
隔离的居民奉献了太多太多。
我们常说，“滴水之恩，涌泉
相报”——不要在非常时期就
记得人家的好，一过了“河”
就拆桥。这要不得！

假比尔·盖茨大名

钱江晚报 近日，一封署
名为比尔·盖茨的公开信在网
络热传。不过，盖茨基金会官
方微博马上辟谣，称这是假
的，翻译自世界“知名”小报
——以低俗煽情成名的《太阳
报》网站的一篇文章，目前已
经从《太阳报》网站删除，并
呼吁大家不要再传播。

微评 比尔·盖茨的公开
信？我想很多人都会看看，究
竟这个大咖在新冠病毒肆虐全
球的非常时期在这封分开信中
说了什么？谁知，很多人还未
读完或读过，盖茨基金会官方
微博的声明来了，“假的!”真
令人哭笑不得。不过，如此假

“鸡汤”，公众也不是第一回喝

了，还记得去年轰动一时的假
冒鲁迅等名人的“语录”么？
若泉下有知，不知鲁迅先生当
作何感想？疫情之下，人们的
神经都脆弱，谣言都容易入
脑，但大家如果读过法国哲学
家阿尔贝·加缪的书，那么他
在其著作《鼠疫》中说的那句
话：“战胜瘟疫的唯一方法就
是 诚 实 ” —— 应 该 印 象 深
刻。当下，全球战疫正进入

“ 至 暗 时 刻 ”， 我 们 不 要 造
谣、传谣，也不要轻易信谣
——这也为战胜疫情作出自
己本分的贡献。

“杀熟”屡禁不止

人民日报 近日，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十九届中
央第三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
其中包括对三大运营商整改进
展情况的通报。此次通报的运
营商问题，主要集中在“不知
情定制等侵害群众利益”“套
餐数量多、看不懂、选择
难”，以及一直来被人诟病的

“新老客户不同权”等问题。
对此，三大运营商表示，将针
对暴露出的这些问题，进行积
极整改。

微评 电信领域的消费，
烦心事多多，这已不是什么秘
密了，更不必讳言了。“套餐
数量多、看不懂、难选择”？
类似的被通报内容，相信消费
者大都“心知肚明”吧，为何
至今仍然解决不了？很难解决
吗？呵呵，相信大家都懂的。
这次通报的层级不可谓不高，
三大运营商应该“入心入脑”
了吧？如果再不立马整改到
位，那就是“脑子进水了”。
有报道曝光某运营商在整改期
间就裁掉了400多个套餐！这
是什么概念？难怪消费者真看
不懂了。这哪里还是什么的套
餐呀？简直就是“套路”。曾
有网友调侃，“城里的套路多
多！”看来三大运营商的套路
也不少！这次整改开始了，希
望运营商不仅要“积极”应
对，更要动真格，勇于向自身
动刀子，否则，消费者是不会
买账的。 和风

无偿献血助力战疫
■程绍德

为了阻击疫情、确保乘客安全，多地
出租车都施行了定时定点消毒的措施。不
过近日，有网友称在江苏无锡打车时，被
司机要求加付一笔“消毒费”，这笔钱到底
该不该收？这位网友表示，前不久在苏南

硕放机场，乘坐一辆无锡牌照的出租车
时，驾驶员不肯打表，并且要加收“消毒
费”，收费一共 80元，如果正常打表计
价，车费也就30元左右。

据江苏电视台

﹃
消
毒
费
﹄

图/王铎

教育部 3 月 31 日宣布，
2020年全国高考延期一个月
举行。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
王辉表示，这主要出于“健康
第一”和“公平第一”的考
虑。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加强防
疫措施、考试组织管理和应急
准备，为考生提供规范化、人
性化的考试服务。（据4月1日
《湛江日报》）

高考是我国社会生活中的
一件大事，关系国家人才选
拔，关系社会公平，关系广大
学生和家庭切身利益。由于疫
情导致各地延期开学，高三学
生复习备考受到影响。特别是
由于城乡网络学习条件等差
异，部分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

受到影响更大。高考的基本价
值取向是确保公平公正，延期
一个月举行，可以使考生有更
多一点的时间按教学计划在校
集中学习，从而最大限度保障
教育公平。

疫情发生以来，高考是否
延期，一直备受社会关注。
事实上，国家决定高考延期，
更多的是对当前疫情形势的考
量 。 尽 管 随 着 疫 情 持 续 好
转，宣布高三开学的省份越
来越多。但必须看到，全国
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
但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暴发
疫情的风险仍然存在，境外
疫情呈加速扩散蔓延态势，
我 国 疫 情 输 入 压 力 持 续 加

大。特别是全国多地出现无
症状感染者，给疫情防控带
来了不确定因素，高考延期
一个月举行疫情防控风险相
对更小。高考是涉及千万考
生的大规模选拔性考试，必
须坚持“健康第一”，采取最
稳妥、风险最小的方案，切
实保障广大考生和涉考工作
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今年高考仅延期一个月，
其不利因素极小，完全可以控
制和规避。教育的发展，人才
的选拔和培养，不能以损害人
民生命健康为代价。今年高考
延期，不仅是一个教育命题，
更是一项生命命题，是一项人
性化的选择。

高考延期是人性化的选择

■鲁庸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