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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教育培训是干部队伍建设的
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面向新
阶段新格局，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能
力、战略眼光、专业水平，干部教育培训
工作必须超前谋划、主动作为，在持续
学习上见行动、在应用转化上求实效，
努力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和事业发展方
向与干部能力素质同步提升、同频共
振。

聚焦中心点，让服务大局的导向更
鲜明。理论武装、党性教育，是干部教
育培训的永恒主题。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是干部教育培训的根本要求。丰县
树立鲜明的政治导向，坚持向中心大局
聚力聚焦，把新思想新理念作为干部教
育培训首要任务和中心内容贯穿各环

节，引导广大干部带着感情学、带着使
命学、带着责任学，增强贯彻落实中央
决策部署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
自觉。同时，强化专业能力、专业精神
训练，坚持改革发展需要什么就培训什
么，干部能力素质欠缺什么就安排什
么，突出产业经济、社会治理、乡村振兴
等重大发展课题，增加公共卫生、应急
管理、舆情应对等治理现代化方面课
程，培养打造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行家
里手”。

找准切入点，让教育培训的载体
更丰富。干部教育培训是一项长期而
艰巨的战略性任务，要本着“精品意
识”去打造工作载体，创新培训项目，
深度挖掘品牌潜力。丰县对标“前沿、

高端、权威”的工作定位，创建“枌榆书
院”，邀请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知名
专家学者来丰作专题报告8次左右，
年均培训近万人次，构建综合性干部
教育培训工作平台。常态长效推动领
导干部上讲台，县四套班子领导以上
率下，带动各级领导干部常态化为基
层干部群众传政策、话发展、解难题。
拓宽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分群体、分领
域、分地区开设“青年干部论坛”“韶华
论坛”等新载体新平台，选派优秀年轻
干部到“五城同创”、脱贫攻坚等一线
挂职锻炼，全面提升干部分析解决实
际问题的工作能力。

激活创新点，让能力提升的路径更
立体。干部教育培训方式方法创新是

大势所趋，必须在“细节”上做文章，推
动干部教育培训适应新形势、应对新变
化。丰县探索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
干部教育培训新模式，开设线上教育

“云课堂”，利用“丰县组工”微信公众
号，创设即时化“微知识”为主要教学内
容的“V课堂”，累计推送复工复产等定
制课程89期，累计参训学员近10万人
次。构建“听、看、学、思、悟、论”教学培
训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镇级党校
试点工作，开发绍兴枫桥街道等20余
个县外专题现场教学点，大沙河精神纪
念馆等35个县内现场教学点，延伸党
校教育覆盖面，着力打通干部教育培训

“最后一公里”。 张 云
（作者为丰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定好干部教育培训“坐标点”
1月 13日，海安市洋蛮河街道品

建村30余名党员干部来到七星湖廉政
文化主题公园，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户外廉政党课。

廉政文化园内，党员们听廉政党
课、书写廉政警句、重温入党誓词……
清风盈溢，正气东来，廉政党课形式新
颖，内容生动，党员们在活动中受警醒、
明底线、知敬畏，进一步增强了廉洁自
律意识，始终牢筑纪律防线。“这儿风景
好，又有浓郁的廉政文化氛围，坐在草
坪的‘清莲’石凳上听党课，感觉更能入
脑入心。”党员代表范广明对创新廉政
党课形式竖起大拇指。

洋蛮河街道尝试“走、转、改”三字
经。走：就是走出去，能亲临现场的，坚决
不在室内，坚持用实物和实例震撼心灵，

让廉政教育入脑入心。转：就是转变往日
廉政党课照本宣科“硬邦邦”说教的老思
想，积极探索廉政“微党课”的新见解、新
视角，让廉政教育变得更加亲近灵活，更
切合实际，让教育效果印象深刻。改：就
是在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创新廉政党
课形式，要求每节廉政“微党课”讲课时间
控制在10分钟内，以“见微知著、以小见
大”的方式，运用多媒体课件，以文字、图
片、视频、动漫、音频等形式展现党课内
容，从而增强党课的感染力、吸引力。

据统计，2020年以来，洋蛮河街道
20余场次廉政“好声音”党课，让800
多人次的党员干部在生动有趣的氛围
中提升廉政教育效果，进一步增强党员
干部宗旨意识，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
线。 徐发明 徐晓艇

海安市洋蛮河街道：“走、转、改”三字经念出廉政“好声音”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24日通报，1月23日
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8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5
例（广东5例，上海3例，山西2例，天津
1例，辽宁1例，江苏1例，陕西1例，
甘肃1例），本土病例65例（黑龙江29
例，河北19例，吉林12例，上海3例，
北京2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
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30例，解
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722人，重
症病例较前一日增加9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298 例
（其中重症病例2例），现有疑似病例2
例。累计确诊病例4604例，累计治愈
出院病例4306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1月23日24时，据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1800例（其中
重症病例94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82556例，累计死亡病例4635例，累计
报告确诊病例88991例，现有疑似病
例 2 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954707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
者37678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92例（境外输入10例）；当日转为确诊
病例21例（境外输入2例）；当日解除
医学观察15例（境外输入5例）；尚在
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1017例（境
外输入273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
病例10940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
区 10009 例（出院 8998 例，死亡 168
例），澳门特别行政区47例（出院46
例），台湾地区884例（出院783例，死
亡7例）。

23日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80例

新华社电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
河北、黑龙江、吉林、北京针对本地实
际，采取多项措施，筑牢疫情防线。

记者24日从河北省石家庄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按照“采取中西医结合方式，对患
者进行全力诊治”的要求，石家庄市在
所有定点医院的每个隔离病区，都安
排了至少1名中医师。对重症患者采
取“一日一诊、随时应诊”，做到了中医
药诊疗的全覆盖。截至1月22日，已
为在院新冠肺炎患者提供中药汤剂
4246付。

绥化市卫健委主任郭建民24日在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疫情
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21
日24时，绥化市共设立隔离点134个，
其中，已启用126个。共有房间7473
间，已集中隔离人员6684人。

23日0至24时，吉林省通化市本
次输入性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0
例。按照国家指导组建议，当地已成立
医疗救治联合指挥部，下设联合医务、
心理干预等6个工作组，采取国家和吉
林省专家牵头任双科主任、双护士长的

诊疗模式，中西医结合加强医疗救治。
目前，通化市定点中心医院已投入ICU
病房23间、床位1072张、康复床位68
张，严格落实防控制度，坚决防止出现
院内感染。同时，通化市正在抓紧建设
临时隔离点，预计27日可完成并投入
使用。

在24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上，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温天
武表示，1月至今，北京市城管局共
检查商务楼宇、商场超市、餐饮食堂

“三类场所”11万余家次，发现并督
促整改问题9000余起。对于检查发
现的问题，现场要求责任单位立行
立改，对问题突出、整改不力的单
位，坚决予以执法公示和曝光。另
据北京市西城区 24 日晚通报称，1
月 22 日，在什刹海荷花市场检测点
第 8 道采集的一名人员初筛阳性。
该人员已转至定点医院做进一步诊
疗，对其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观察
和核酸检测，涉及场所进行环境检
测和消毒，相关人员及环境样本核
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河北、黑龙江、吉林、北京多措并举

针对本地实际 筑牢疫情防线

新冠国际科研合作结硕果新冠国际科研合作结硕果 ——

他们他们““拍摄拍摄””到了到了
新冠病毒新冠病毒33DD影像影像

“CT检查”揭露真容

李赛至今仍清晰记得解析出新
冠病毒结构的那一刻。去年6月初
某天晚9点，电脑屏幕上显示出病
毒的完整结构：硕大的刺突蛋白东
倒西歪长在囊膜上，囊膜内裹许多
蛋白小球。

他非常激动，用颤抖的手拨通了
实验室电话：“通知所有人，停下所有
工作，来我办公室，新冠全病毒结构
解出来了。我们也许是世界上第一
个如此真实、清晰看见它的团队！”

这是团队100多个日夜的攻关
成果。他们利用冷冻电镜断层成像
和子断层平均重构技术成功解析了
新冠的全病毒三维结构。

这项成果也离不开与浙江大学
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传染病诊治国
家重点实验室李兰娟院士课题组的
合作，合作研究成果已于去年9月
15日发表在美国《细胞》杂志网络
版上。这正是最新3D病毒科普影
像的科学基础。

疫情暴发不久后，李赛联系上
正在抗疫一线的李兰娟院士，获得
了灭活新冠病毒以供电镜研究。经
多聚甲醛灭活后的新冠病毒，依然
保持着“生前”原貌。

在清华大学实验室里，灭活新
冠病毒被置于冷冻电镜下，每旋转
3度被拍摄一张照片，总共拍摄41
张，随后开展立体重构，就像给病毒
做“全身CT检查”。

经过连日高强度工作后，团队成
员、23岁的研究生宋雨桐第一次看
到冷冻电镜下密密麻麻的病毒，直接
被吓哭了。一小滴液体中竟有如此
高浓度的病毒，让她“直冒冷汗”。

团队还利用冷冻电镜向病毒内

部“打手电”，穿过囊膜，清晰照亮了
病毒内部核糖核蛋白复合物的排列
结构，展示出迄今最完整的新冠病
毒形象。冷冻电镜以电子为“光源”
穿透病毒样品，以获得病毒表面和
内部结构信息。

对新冠病毒结构的解析，也让
疫苗和中和抗体研发更加“有的放
矢”。比如，团队观察到新冠病毒表
面刺突蛋白分布随机，处于多种状
态，且比较脆弱容易脱落。如此复
杂的抗原分布，使得在开发疫苗和
中和抗体时，必须考虑刺突蛋白在
病毒表面的具体分布和结构。

团队还将新冠病毒高清三维结
构上传至电子显微镜数据库供全球免
费下载，方便后续开展科研和科普等。

中外合作建构全貌

李赛团队将结构共享后，合作
和采访邀约纷至沓来。去年8月，
阿卜杜拉国王科学技术大学的一封
来信引起李赛团队的极大兴趣。

这是一支专注微观生物影像的
计算机视觉团队。团队负责人维奥
拉希望共同开发更科学、更真实的
新冠病毒科普影像。而这正是李赛
团队开展病毒结构解析的初衷。

“人们对自己看不见的东西总
会掉以轻心，我想只有尽快将病毒
真实、完整、清晰地呈现给世界，让
大家看到它的骇人形象，才会让更
多人重视起来。”李赛说。

李赛23日对记者说，此前已有
机构发布了一些新冠病毒的假想模
型，但存在大量错误，如刺突蛋白的
分布和病毒整体比例不对。团队希
望病毒形象的每个细节都尊重病毒
的前沿科研发现。

一个存有2TB研究数据和影

像的硬盘从北京被寄往遥远的沙特
阿拉伯。基于李赛团队解析出的全
病毒三维结构，维奥拉团队利用人
工智能图像处理及编程优势，构造
了病毒的精细3D影像，并由奥地
利纳米制图公司制作成视频。

新冠病毒主要通过表面刺突蛋
白与人体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2
（ACE2）受体结合感染人体。刺突
蛋白像一把“钥匙”，ACE2受体则
像一把“锁”。钥匙开了锁，病毒才
能进入细胞。

最新视频还原了新冠病毒入侵
人体细胞的过程：在入侵的那一刻，新
冠病毒与受体结合，并与细胞膜发生
膜融合。视频还展现了刺突蛋白与新
冠病毒膜切线垂线的夹角，以及刺突
蛋白在病毒膜表面摆动的角度范围。

李赛团队介绍，研究发现刺突蛋白
具有柔性，其摆动的特征会让新冠病毒
攻击细胞时更具灵活性，有利于刺突蛋
白同细胞上的ACE2受体结合。

视频中，病毒表面的刺突蛋白
像链锤一样微微摆动，这些对活病
毒细节的真实还原都来自于中外团
队近半年的紧密协作。

在李赛看来，这正是新冠国际
科研合作的缩影。疫情让全球科学
家团结一心，第一时间共享科研成
果，以助力疫苗、抗体研发和疫情防
控。这一互助合作的精神及其成果
令每个人都备受鼓舞。（新华社电）

上图：24 日，工作人员在石家
庄市裕华区蓝郡名邸小区开展消杀
作业。 （新华社发）

下图：荷兰政府自23日起实施
全国宵禁，每晚9时至次日凌晨4时
30分无特殊情况不得外出，违者将
面临95欧元罚款。（新华社/欧新）

在看清新冠病毒纳米级细微生物结构的瞬

间，中国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李赛无比

兴奋。他23日对记者说：“那种感觉如同爬上珠

穆朗玛峰俯瞰世界一样。”

第一次，包括中国科研人员在内的国际团队

“拍摄”到了新冠病毒的3D影像。在纳米尺度的

图像上，平均直径不到100纳米的新冠病毒像一

颗奇异星球，表面分布着可自由摆动的刺突蛋白

“触手”。在“星球”内部，超长的核糖核酸链致密

缠绕在有序排列的核糖核蛋白复合物上。

近日，由清华大学李赛实验室和奥地利纳米制

图公司、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学技术大学伊

万·维奥拉团队合作的新冠病毒高清科普影像问世。

新华社日内瓦1月23日电 世
界卫生组织23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 ，全 球 累 计 新 冠 确 诊 病 例 达
96877399例。

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
至欧洲中部时间23日16时57分（北
京时间23时57分），全球确诊病例较
前一日增加600790例，达到96877399
例；死亡病例增加 15846 例，达到
2098879例。

全球累计确诊病例
达96877399例

国家

卫健委

世卫

组织

新华社电 葡萄牙24日举行总统
选举。最新民调显示，现任总统德索萨
的支持率在7名候选人中遥遥领先，有
望在第一轮投票中赢得连任。

投票于当地时间上午 8 时开
始，预计投票结果将于当晚揭晓。

今年的总统选举是在葡萄牙遭遇
严重疫情的情况下举行的。葡卫
生总局 23日数据显示，该国新冠累
计死亡病例已破万例，单日新增确
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均创该国疫情
暴发以来新高。

葡在严重疫情中举行总统选举

据新华社电 哥伦比亚国家卫生
研究院23日公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
该国新增确诊病例15551例，累计确诊
超过200万例，达2002969例；新增死
亡病例396例，累计死亡50982例。

数据显示，首都波哥大累计确诊
587675例，约占全国确诊病例总数的
三成。

自去年12月起，哥伦比亚疫情反
弹明显。波哥大目前处于红色预警
状态，全市已连续数周工作日推行宵
禁令，周末全民居家隔离，禁止非必
要人员流动并暂停部分商业活动。
此外，哥伦比亚多地已恢复实行宵禁
令、禁酒令、按身份证件尾号限行等
防疫措施。

哥伦比亚新冠确诊病例超2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