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快“残疾人之家”建设，是江苏省
委、省政府确定的涉残重点民生项目之
一，也是全省实施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和
托护的重要平台。常州市金坛区卫健、
残联、民政联手，在全省最早建成康复
中心+庇护车间“残疾人之家”社区工疗
站，结合省级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
点工作，先后吸纳227名精神、智力残
疾人进站，5年多来无一人病情复发。
省残联负责人认为，以这种精准扶贫举
措达到个人、家庭、社会三方共赢的“金
坛模式”，值得在全省推广。

一栋楼，换来社区稳定

金坛区东城街道华胜社区，2015年
4月建起吸纳精神、智力残疾人的工疗
站，取名“金馨家园”。

华胜社区地处城郊，居民近2万人，其
中有多名治疗出院的精神、智力残疾人。
精神、智力残疾病人出院后的随访，将这里
定为重点。在一次随访中从社区了解到：
华胜社区每到深夜，社区治安巡逻队员总
发现有几个精神、智力残疾人员在外游荡
的身影，并常伴有盗窃、损坏公物等行为，
导致社区矛盾和纠纷有增无减。

如何破解这一影响社区稳定的瓶
颈？时任金坛市卫生计生局副局长袁永
炜，是一名有着多年精神科工作经验的
副主任医师，分管公共卫生的他深知：如
果精神、智力残疾人员不能融入社会，最
终会导致“治疗-复发-再治疗”的怪
圈。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是就地建一所
工疗站。起了这个念头，他顾不上夏季
赤日炎炎，跑社区、街道、民政、工商、税

务……令他欣慰的是，华胜社区的居委
会非常支持。华胜社区收回一栋年租金
20万元的三层楼房建设工疗站，从最初
吸纳社区14人到现在全街道吸纳42
人。工疗站与爱心企业结对共建企业庇
护车间，进站工疗人员在接受日间照料
和生活技能培训的同时，参与布艺手工
制作、服装后道加工等辅助性劳动，每月
有2000元左右收入。工疗站每天提供
免费午餐，还为他们缴纳养老、医疗保
险，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当时有点出于无奈，但没想到效果
会这么好。”华胜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
任王月平说，几年下来，这有利于精神残
疾人本人和家庭，提高了他们的自理能力
和生活信心，家庭成员从繁杂的看护中解
脱出来。同时，也大大减少了邻里之间的

矛盾，有利于社区管理，社区干部可以集
中精力解决更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人安，变成全家和谐

尧塘街道残疾人康复中心工疗站，
现有精神、智力残疾人30多名。他们
分组自我管理，除了相互监督服药等日
间照料等外，还参与园艺栽培、纸箱折
叠等辅助性劳动。渐渐地，他们找回了
自尊，增强了走向社会的信心。

小姚今年34岁，家离工疗站4里多
路。他每天骑电瓶车准时赶到打卡，工
疗站工作人员随即拍了视频传给他的
家人报平安。他说，工疗站每天都安排
康复训练，还组织阅览、拔河等文体活
动。他参加折叠纸箱劳动，每月有
2000多元收入，原先一直在家看护他

的母亲也到企业上班了。
55岁的老王以前是木工，发病治疗

出院后一度非常消沉。来到工疗站，他
发现自己的巧手又发挥作用了，笑容又
回到了他的脸上。他说：“女儿已经出
嫁，我现在只要管好自己就行了。”

一档案，保障康复质量

从一家封闭式精神康复医院向多
个社区开放式延伸，工疗站成为精神、
智力残疾人的温馨家园。在这里，工疗
人员接受公益性康复治疗，包括参加一
些简单的劳动。他们的心结慢慢被打
开，并提高参与社会、适应社会的能力，
增强走向社会的信心。

“前些年，部分精神疾病患者治疗出
院后，一段时间内复发率较高。现在，情

况大不相同了。”金坛区康复中心主任冯
前说，从最初的东城街道工疗站到现在
全区各个工疗站，几年下来没有一人复
发。并且，他们已从完全被动式管理转
为自我管理为主，有多人掌握一定生活
和工作技能后进入企业正常上班。

金坛区疾控中心副主任周鑫介绍，
该区对康复出院进入工疗站的精神、智
力残疾人，有一套严密的服务管理流
程，每个环节都按标准执行。比如工疗
中刀具的发放、归还，手工产品数量的
记录，实现全过程管控。具体管理过程
中，实现一人一档，心理协会等社会组
织参与心理治疗，家庭医生、乡村医生、
精防医生定期进行随访、病情测评和康
复指导，促使他们尽早融入、回归社会。

赵鹤茂 顾裕铭

“康复中心+庇护车间”，为精神残疾人找回尊严

美国白宫22日傍晚举行烛光
仪式，悼念50万名死于新冠疫情的
美国人。

随着夜幕降临，白宫南门廊和两
侧楼梯上，燃起500支白色蜡烛，寒风
中闪烁如点点泪光。美国总统拜登夫
妇和副总统哈里斯夫妇戴黑色口罩，
穿黑色服装，在海军陆战队乐队演奏
的《奇异恩典》乐声中肃立默哀。

默哀前，拜登发表讲话，呼吁美
国民众共同悼念这些“独自咽下最
后一口气”的人们。他说，逝者遍及
各年龄层，他们的死亡是亲人“胸口
的黑洞”。尽管疫情已持续很长时
间，“但我们不能让自己对悲伤变得
麻木不仁……必须抵制把每个生命

看成一个统计数字、一种模糊概念，
或者一桩新闻。”

当天下午，拜登发布总统公告，
下令美国境内外所有联邦建筑和军事
设施降半旗5天，以悼念新冠逝者。

22日，多家机构和媒体的实时
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因新冠疫情累
计死亡人数超过50万，超过世界其
他任何国家，也超过在一战、二战和
越南战争战场上死亡的美国人总
和。美国疾控中心下属国家健康统
计中心18日公布的2020年上半年
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人平均预期寿
命从 2019 年的 78.8 岁降至 77.8
岁，缩短整整1岁，为二战以来最大
降幅。

白宫烛光悼念新冠逝者

50 万！这是一个让世界震
惊的数字。美国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
至北京时间23日，美国累计新冠
死亡病例突破50万，确诊病例超
过2800万。

就在美国民众饱受疫情之苦
的同时，一场罕见的冬季风暴让美
国南部多地基础设施瘫痪，数以千
万计民众断水断电。地方政府救
灾不力，议员溜之大吉，供电企业
趁火打劫，部分商家哄抬物价……
疫情叠加天灾人祸，美国民众生计
维艰，苦不堪言。

从“疫情大考”到“救灾大
考”，美国政府的作答漏洞百出，
饱受诟病。动辄拿所谓人权问题
刁难他国的美国，自己的人权答
卷却不及格。

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作
为世界科技最发达、综合实力最强
的国家，美国却是疫情重灾区，成
为全球累计病例最多、死亡病例最
多的国家，“人权卫士”的人设已然
崩塌。事实反复证明，如果不把民
众生命放在首位，再丰富的医疗资
源、再先进的医疗技术、再完备的
医疗体系也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人们不会忘记，疫情之下，
美国一些政客为了政治私利漠
视生命，藐视科学，对内欺骗，对
外“甩锅”，不断煽动意识形态对
立，加剧社会治理失灵，干扰国
际抗疫合作。

人们不会忘记，去年夏天，在
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
一些政客不顾专家反对，强行重启
经济，致使疫情快速反弹。这些政
客眼中，重启经济比部署抗疫重
要，因为政绩比民众生命更重要。

人们不会忘记，疫情之下，以
非洲裔、拉美裔人口为主的低收入
社区病亡率普遍远高于以白人为
主的相对富裕社区。弗洛伊德事
件点燃全美怒火，“黑人的命也是
命”运动席卷各地，美国社会的种
族歧视、阶层对立、贫富分化伤疤
越发刺眼。

美国一些政客在防控疫情方
面的不作为和乱作为，在国际上破
坏全球抗疫合作的行为，已让美国
民众付出惨痛代价。而这次美国
南部的严寒天气，则让美国民众再
次感到“心寒”。

寒潮来袭，包括得克萨斯州在
内的多地基础设施瘫痪，停水停
电，食物短缺，地方政府救灾行动
迟缓，议员出国“避灾”，供电企业
趁火打劫，居民收到“天价”账单。
极端天气还导致得州新冠疫苗供
应和接种大规模延迟。可以想见
这个冬天对当地居民来说有多冷。

从疫情到灾情，一场又一场考
验，无情戳穿美式人权的谎言，暴
露美国社会治理体系的痼疾，见证
制度失灵、经济失衡、社会失和等
多重危机的爆发。如果一个政府
高喊人权和“普世价值”，却不懂得

“人命关天”的朴素道理，不认同生
命高于一切的价值理念，不接受生
命权和健康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它
就难以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更
谈不上持续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

50万生命凋零，泪水在寒冬
结冰。不断增加的死亡数字让人
警醒。唯有真正把民众生命福祉
放在首位，真正采取有力措施，才
有可能扭转防疫形势，走出寒冬，
迎来春天。

据英国《卫报》网站2月21日
报道，在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接
近50万之际，美国顶级传染病专
家安东尼·福奇发出了“这是划时
代的”感叹。

福奇21日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CNN）的《国情咨文》节目中说：

“太糟糕了。这真的很可怕。这是划
时代的。1918年流感大流行以来的
102年还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福奇还说，“从现在起的几十

年”，人们将“不断谈论这件事，认为
它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
关。这么多人死于呼吸道感染，这
真是我们已经经历、而且还在经历
的一种可怕状况。”

福奇在CNN上承认，尽管已经
推出疫苗，美国人可能仍需佩戴口
罩一直到2022年。他说：“当它（传
播）大大降低，人口中绝大多数人都
接种了疫苗时，我才可以说：‘我们
需要中止戴口罩’。”

美国官方于去年1月21日报告首
例新冠确诊病例，2月29日报告首例新
冠死亡病例。一年多来，美国疫情经历
了多个“激增潮”，疫情核心指标多次刷
新世界纪录，令公共卫生专家及公众深
感忧虑。直到近期，疫情才开始出现缓
和迹象，新增确诊病例、死亡病例、住院
病例数都显著下降。

《大西洋月刊》发起的追踪全美疫情
项目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新增确诊病例
数连续5周大幅下降，新增住院病例数
连续4周大幅下降，新增死亡病例数连
续2周大幅下降。全美每周新增确诊病
例数从1月初高峰时期的约170万例降
至本周的不到60万例，所有州的新增确
诊病例数都在下降。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9日发
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目前7天日均
新增病例数为77385例，与1月份出现
的7天日均新增249048例的最高纪录
相比，下降了68.9%。目前7天日均新
增病例数较前一周下降了24.5%，这也
是疫情出现缓和的积极信号。

报告还显示，美国日增新冠住院病
例数从1月5日18006例的最高纪录降
至2月19日的6076例。此外，目前7天
日均新增死亡病例数为2708例，较前一

周下降了9%。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

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教授张作风在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期新增
病例数的下降与新冠疫苗接种有很大关
系。美国2020年12月14日开始接种
疫苗，当时的新冠发病率是每100万人
中有约652人感染，到2021年 2月 15
日，发病率降至每100万人中有约257
人感染，降幅约60%。

张作风表示，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
新冠疫苗接种9周后，单日新增病例数
的降幅约为51.3%。按照目前美国的疫
苗接种进度，预计在今年七八月能达到
75%的全民疫苗接种率。

美疾控中心网站数据显示，截至
21日，全美已接种新冠疫苗约6309万
剂，其中完成两剂接种的人数约为
1886.5万。

专家认为，除疫苗因素外，美国新政
府强化“口罩令”、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
措施也产生了一定效果。

不过，美疾控中心主任萝谢尔·瓦伦
斯基提示，虽然近期新增确诊病例数持续
下降“令人鼓舞”，但要清醒地看到，这些
指标下降的起点是此前的“异常高位”。

与此同时，近期美国境内变异新冠
病毒快速传播，给疫情防控带来新的挑
战。美国艾奥瓦大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
教授斯坦利·珀尔曼告诉新华社记者，尽
管近期新增新冠病例数有所下降，但全
美感染变异新冠病毒的病例数正在上
升，并且变异新冠病毒传染性可能更强，
因此目前还很难说疫情出现“拐点”。

据美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截至21
日，全美已有1688例变异新冠病毒感染
病例，其中1661例感染英国发现的变异
病毒，22例感染南非发现的变异病毒，5
例感染巴西发现的变异病毒。

张作风表示，目前的新冠疫苗能够
针对变异新冠病毒提供一定保护。如果
能在变异病毒大流行之前完成大规模接
种，达到全民免疫，就有可能阻止变异病
毒大流行。反之，如果接种进度落后于
变异病毒发展速度，变异病毒一旦大流
行，将给疫情防控带来巨大灾难。

（新华社电）

2月22日，美国总统拜登夫妇和副总统哈里斯夫妇在华盛顿白宫参加
仪式，悼念50万名死于新冠疫情的美国人。 （新华社/美联）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22日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2818万例，累计死亡病

例超过50万例。两项数据都高居全球之首。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新冠死亡人数超过了在一战、二战

及越南战争的战场上死亡的美国人总和。“每位逝者身后都留下难以

数清的哀悼者，这种痛失至亲的连锁反应席卷了许多城市、乡镇。”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表示，50万人

因新冠而死“真的很可怕”，这将被载入史册。“有如此之多的美国人因

呼吸道感染而丧生，并且我们仍在经历这一切，实在是太糟糕了。几十

年以后，当人们谈到美国历史时，一定会提起这个可怕的里程碑。”

美国新冠死亡病例美国新冠死亡病例

超超5050万万
确诊病例显著下降，疫情“拐点”尚未出现

福奇感叹：“这是划时代的”

50万生命凋零，
美国的人权答卷不及格

□ 国际时评

2 月 22 日，美国纽约的医护
人员在一家医院外运送病人。

（新华社发）

22月月2222日日，，一辆挖掘机行驶在美国纽约一处墓地里一辆挖掘机行驶在美国纽约一处墓地里。。（（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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