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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一场没有硝烟的辽沈战“疫”
辽宁干部群众团结一心抗击新型肺炎疫情群像

他们，挡在疫情和你我中间
江西党员干部抗“疫”扫描

新华社南昌 2 月 1 日电(记者郭强、余贤红、
熊家林)2月 1日，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高新园区
黎明村，一个拄着拐杖、戴着口罩和“义务巡防员”
袖章的人站在村口，为每位进出的村民测量体温。

他叫黎晓洪，是一位有着 36 年党龄的退伍
军人。去年因一次意外右小腿开放性骨折，一
直用支架固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发生后，得知村里防控人手紧张，伤势尚未痊愈
的他拄着拐杖走到村委会，主动申请走上一线。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这个时候不能退缩。”
他说。

朴素的话语，道出了无数奋战在抗“疫”一
线党员干部的共同心声。

“我是党员，我先上！”“作为党员，奔赴防控一
线责无旁贷”“我们党员就应该在一线”……在江西
各地，一句句简简单单却充满力量的话语出自奋战
在一线的各级党员干部。

街头巷尾、乡间村落、高速路口……他们的身影

随处可见，用坚守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他们大多并非专业的医护人员，当无情

的疫情来临，他们毅然挺身而出——
在进贤县，36 名县级领导干部靠前指挥，

坚持到挂点乡镇指挥防疫控疫工作，21个乡
镇、264个村、55个社区调动 5000 多名党员
干部全部放弃节假日休息，日夜奋战在抗
“疫”一线；

在高安市，1 . 5 万余名党员干部，将疫情
防控的触角延伸到“最后一公里”，确保不漏
一户、不漏一人；

他们中有接近花甲之年的老党员，也有
刚参加工作不久的“90 后”党员——

大年初一，丰城市丽村镇干部邹建平向
镇党委提交了一封摁着红手印的请战书。
考虑到邹建平已经 56 岁，家里还有 80 多岁
的老母亲需要照顾，组织将他安排做后勤保
障，但邹建平却主动请缨去一线。

在 300 多公里之外的玉山县樟村镇百果
村，刚满 30 岁的第一书记汪清书，1 月 27 日
一大早便挨家挨户发放防疫宣传单。村民们
打趣说：“小汪书记，我们还以为你是来发喜
糖的呢！”

“幸福不会推迟，防控不能缺位。”接到县
里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的消息后，原本忙着准
备婚事的汪清书当即与未婚妻商量，把婚礼
延后，立即投入到疫情防控中。

他们也有父母妻儿、亲戚朋友，但在疫情
面前，他们是逆行向前的勇士——

从大年三十开始，进贤县妇幼保健院院
长何结锋就像钉子一样“钉”在疫情监测点。
就在这期间，他的母亲突发脑溢血被送到县
人民医院抢救，得知消息后，何结锋匆匆赶到
医院，看到重症监护室里的母亲，他内心十分
难受，转身要家人好好照顾母亲，随即再次返
回岗位。

他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作为院领
导，要起好带头作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
更应身先士卒。”

大事难事看担当，危难时刻显本色。
简易的大棚里，几把稻草，几床被褥，这

是高安市建山镇下坊村的一处监控点。尽管
条件简陋，由党员干部牵头组成的小分队在
此日夜执勤，吃住在监控点。有感于此，一些
村民自发送来热腾腾的面条。

“党员就是旗帜，是党员就要冲在最前！”
建山镇镇长聂李逵表示，辖区内通往外界的口
子大大小小有 15个，已安排镇村干部 120 多
人进行轮流值守，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同心山成玉，协力土成金。截至目前，江
西省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治
愈已出院 9 例。虽然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
峻，但人们相信，春天终将到来，更多好消息
正在路上。

新华社沈阳 2 月 2 日电(记者曹智、陈梦
阳、王炳坤)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1 月 25 日，辽宁省启动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实行最严格的防控措施。
4300万辽沈儿女和全国人民一道，度过了一个不
寻常的春节。

辽宁上下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统一部署，众
志成城阻击疫情。辽沈大地上，随处可见逆行
者、坚守者、奉献者的身影，传递着守护公众健
康、安全的决心和底气。

冲锋，朝着最危险的地方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武汉同在，在
国家危难之际贡献一份力量……”

这是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
症科护士李佳玮的火线申请。作为辽宁医疗系
统援助湖北的首批成员，“90 后”李佳玮道出了
137 名队员的心声。

如果把抗击疫情比作一场战役，肩负救死
扶伤的“白衣天使”无疑是最直接面对战火的
人。疫情就是命令，全省医疗战线人员全部返
岗，开辟定点医院集中收治，成立省级专家组主
导疫情研判、病例诊断、重症救治、人员培训等
重点工作……辽宁医务工作者与时间赛跑，做
实医疗防护。

志愿者在行动。“我是吴尚儒，有 11 年志愿
服务经历……在抗击疫情期间，随时听候国家
及政府的安排和调动，为保家卫国奋战到底，不
计报酬、无畏生死！”这是营口市志愿服务联合
会会长吴云峰收到的众多“请战书”中的一份，

那份迎难而上的情怀令人动容。
与此同时，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迅速行

动，绷紧联防联控之弦，织密群防群治之网。
针对自驾出行增多，辽宁交投集团在全省

高速公路收费站设置 153个疫情防控检测点，
1580名党员奋战在量体温、作登记的一线。全
省的社区、乡村逐户电话排查返乡人员，及时
掌握健康信息，努力做到“早发现、早隔离”。

沈阳市组成 189个由区级领导带队、街道
（乡镇）负责人和卫生防疫人员组成的“3 人督
导巡查小组”，每天深入基层社区和村屯一线，
全面开展督导巡查工作。发现口罩销售价格
高、人员密集场所管理有漏洞、人员排查登记
台账不规范等问题，当场纠正解决，跟踪督办。

沈阳浑南区市场监管局局长刘希洲这些
天一直奔波在路上，暗访药房对感冒发热药
品购买者是否实名登记，检查农贸市场是否
还有活禽交易。“疫情汹汹，出门肯定有风险。
但我们多一点检查，疫情就会少一分传播。”
他说。

坚守，点滴汇成抗疫洪流

“特殊时期，哪里需要，我们就到哪去。”
国网沈阳供电公司配电安装工李铁军爬上十
几米高的电线杆顶，在严寒中连续作业 5个
多小时。当他顺利完成定点医院的电力增容
改造，身体冻得都快没有了知觉。

疫情是集结号，也是试金石。面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辽沈大地许多人坚守岗位，保
供应、保运转，用点滴力量构筑起抗击疫情的

坚固防线。
通信保障全面加强。辽宁联通公司累计

投入专业保障人员 3000 余人次，车辆 1040
余台次，紧急扩容基站小区 1780个，优化基
站 139 次。公司总经理张成波说：“我们必须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科研机构紧急动员。辽宁省科技厅组织
专家组，围绕病毒溯源、临床救治方案、中医药
防治、防治产品研发等 6个方向展开科研攻
关。沈阳药科大学陈丽霞教授等人利用计算
机虚拟筛选开展抗病毒潜在药物研究，在现有
数千种临床药品数据库中初步筛选出 33种。

在发展改革、工业信息化等部门的组织
下，辽宁一批相关制造企业迅速复工，用带着
爱心的“辽宁造”源源不断地支援前方。

“3小时发货，18小时安装”，这是东软医疗
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最近创出的“闪电”速度。作
为国内医学影像设备的领军企业，公司从大年
二十九就快速接单、快速制造，陆续向湖北、河
南、江西等地发出数十台 CT机、移动 DR等大
型设备。

沈阳迈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无创呼
吸机是许多肺炎患者的“救命标配”。进入
假期，公司便停止了所有外贸发货，全部供给
国内，已连续向疫区供货近 700 台套。总经
理陈少纯表示，对于急需客户，可以先交货，
后付款。

“在全民抗疫的特殊时期，老工业基地辽
宁的企业很少问价格，想的都是高产保供，表
现出很高的社会觉悟。”辽宁省发展改革委副
主任王卓明说。

奉献，携手并肩共渡难关

2 月 2 日是武汉封城的第 11 天，虽然有
家难回，一对来自武汉的母女却在鞍山市汉唐
水汇洗浴中心度过了温暖的春节。这对母女
除夕夜来到鞍山，洗浴中心没有将她们逐出门
外。隔离期间，停业的洗浴中心保留厨师、安保
等 8 名工作人员，专职为两人服务。老板说：
“作为商家，我们没有收留武汉客人的义务，但
作为中国人，我们有帮同胞共渡难关的责任。”
病毒无情，人间有爱。疫情面前，生性热情的
辽宁人多了一份人人参与的自觉。

受病毒影响，防护、消毒用品抢手。当许
多药店口罩脱销，沈阳市浑南区却有一家药
房，夫妻俩拿出店里储存的消毒酒精，免费向
顾客发放。

大年初一，丹东市不少公交司机、出租车
司机都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丹东市民孙鹏
凯、刘丹采购 3 万只医用口罩免费赠送。两
人说，非常时期，我们只想尽一份力……

凡人善举最是暖心。
春节期间，沈阳皇寺庙会临时取消，参展的

300余家商铺非但没有一句抱怨，反而纷纷要求
“出点力”。“口罩我没有，就捐 1000 斤元宵吧”
“我捐 10大件糕点”……在组委会协助下，这批
食品将分批送给执勤民警和消防队员。

一个个普通百姓，一件件平凡小事，在家国
危难之时，他们的守望相助将感染更多人，凝聚
起共渡难关的信心和勇气。（参与采写：于力、石
庆伟、李铮、蔡拥军、于也童、王莹、白涌泉）

全国 68 支医疗队 8310 余名医疗队员驰援湖北

三个孩子的

“临时妈妈”
新华社北京 2 月 1 日电（记者罗鑫）对于 4 岁男孩刚刚

（化名）来说，大年初六是他难忘的日子。这天傍晚，父母因
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被送往地坛医院隔离病房，而亲戚们
则远在外地。在北京，刚刚成了一个孤零零的孩子。

“爸妈隔离、孩子没人管，那可怎么办呢？”地坛医院儿
科护士长白静作为一个母亲，心里别提多着急。但儿科护
士紧缺，暂时腾不出人来，白静向护理部主任张志云求助。

张志云协调一下综合科几位护士，于是贾士雪和张小
炅毅然接受了照顾刚刚的任务，当起了“临时妈妈”。

“刚刚和我家孩子一般大，照顾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我还有点经验。为了打消刚刚因父母突然送医导致孤单
的恐慌和焦虑，我陪他一起看孩子最喜欢的动画片、画画、
讲故事。”张小炅说。

本已下班的贾士雪准备回家照顾自己的孩子，听到刚
刚嘟哝着“想妈妈了”，顿时心底一软，她说，“我觉得孩子
新到一个陌生环境，更需要被照看。”

凌晨两点，5 岁的童童（化名）和 3 岁的楠楠（化名）姐
妹俩因爸爸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妈妈疑似感染，都被
隔离，也成为临时妈妈们照看的孩子。

因为三个孩子都是病毒密切接触者，贾士雪和张小炅
穿着防护服，交替着对身处两个病房的孩子们照料看护。

“他们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临时妈妈们看孩子缺什么
就给买什么。孩子们还小，需要喂饭，需要留意夜里翻身会
不会掉下床，还需要时刻关注他们的情绪变化。”白静说。

“来，对你妈妈招招手，让你妈妈放心。”白静拉着刚刚
的小手，冲着隔离病房内的刚刚妈妈挥手，“妈妈打完‘怪
兽’，就可以出来陪你了。”白静安慰着心有不舍的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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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面前，没有人是旁观者。
连日来，三湘大地哪里有疫情风

险，哪里就有群众自发参与“抗疫”。宣
讲防控知识、捐献物资……湖南群众用
点滴行动共筑“抗疫”长城。

每一个人都是“抗疫”战士

湖南澧县如东镇永镇村，戴着口罩
的 62岁村医凡训贵扯着大嗓门在村里
转悠。这个曾经的“赤脚医生”在村里
喊话介绍疫情知识，同时走遍全村，排
查疑似病人，“我从医 42 年了，要往前
冲，没有条件可讲。”

疫情就是召唤，每一个人都是“抗
疫”战士——

一张小书桌充当分诊台，70 岁的
老军医吴冰戴着口罩给来到宁乡市中
医院就诊的病人量体温。除夕前，已
退休的吴冰要求驰援武汉，因年事已
高未能成行，她又来到医院发热门诊
“上岗”。“我是老兵，祖国需要，要发挥
余热。”

正月初一起，江华瑶族自治县界
牌乡蓝精灵幼儿园负责人蒋爱平每
天背着喷雾器对街道居民的房屋前
后及幼儿园消毒。她说自己经历过
非典防控，“对消毒比较熟悉，就出点
力。”

“疫情无情人有情，群防群治是关
键，不信谣也不传谣，不添堵来不添
乱……”从 1月 25日开始，常德文艺工
作者们先后创作歌曲《众志成城》、常德
丝弦《打好疫情阻击战》、鼓书《天佑中
华》等用于基层防疫宣传。

近日，汉寿县本土漫画家徐铁军
晒出一组防控疫情题材的作品，受到
群众点赞。这组漫画展现了个人卫生
常识和防疫办法，还讴歌“抗疫”一线
党员干部、医护人员、科研工作者，提
振了信心。

“小家”奉献，换“大家”平安

“为大家的健康着想，也不给国家
添乱，我们原定于正月初六举行的婚礼延期，待疫情解除再
另行邀请大家见证”……每年春节都是宴席高峰期，但在湖
南多地却出现了一条条这样的信息。

“小家”不聚，换“大家”平安。在汨罗市白水镇三星村，
就先后有老人取消寿宴，新人延迟婚礼。

“身后事，简单办。”这是醴陵市龙华山村老党员刘国龙
病重期间给亲友的话。他在除夕嘱咐后辈，待身故后丧事
从简，不办酒席。1 月 28 日，刘国龙病逝。疫情当前，其家
属遵照遗嘱取消了一切酒席。

连日来，三湘大地“抗疫”防线上还涌现出不少“夫妻
队”“父子兵”“兄弟连”，他们舍弃“小家”一时相聚，投入到
为“大家”的战斗中。

衡山县贯塘乡老湾村妇联主席杨水莲从除夕开始，一
直奔走在“抗疫”一线，入户摸排登记返乡人员。杨水莲的
丈夫周自强是老湾村的防保医生，每天上门给返乡人员测
体温，并叮嘱注意事项。

点滴小爱，汇成温暖力量

1 月 29 日，一辆摩托车在桃源县浔阳街道教仁村路口
值守点停下，车主搬下瓶装水和方便面等物品交给工作
人员。

这位车主是 2014 年建档立卡贫困户朱校军。当年 5
月，他未婚妻因车祸导致一级伤残，欠债 30 余万元。浔阳
街道党工委积极组织募捐为他解决困难，又多方筹措补齐
了危房改造的差额费用，让他搬进了新房。

放下物资后，朱校军对执勤人员说：“你们身在一线防
疫，我们百姓更不能袖手旁观！你们曾经多少次帮助过我
的家庭，此时此刻我应该回馈社会。”

在衡阳县，公益人士们发起向一线值班人员致敬活动，
捐款 4500 多元，购买口罩捐赠给医院和高速路口工作人
员，并免费发放给群众。

老百姓的点滴小爱，汇聚成支援一线防疫人员的温暖
力量。

在安仁县，一家餐饮店老板用两天时间熬制了 500 多
份“草药炖猪脚汤”，免费送给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在衡山
县，爱心人士开着满载食材的小车，为返乡居家隔离的村民
送去；在桃源县木塘垸镇疫情防控检查点，一辆白色越野车
车主放下八宝粥、牛奶、口罩等匆匆离开……

病毒无情，人间有爱。许多默默奉献的人，将爱汇聚成
河，在三湘大地涌动出“抗疫”的温暖力量。

(记者席敏、袁汝婷)新华社长沙 1 月 31 日电

新华社武汉 2 月 2 日电（记者梁建强、喻珮）
截至 2日 20时，已有来自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中国中医科学院及 29个省（区、市）和
军队的 68支医疗队、8310 余名医疗队员来到湖
北，支援疫情防控工作。这是湖北省副省长肖菊
华 2 日在湖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的消息。

据介绍，各方选派的都是呼吸科、感染科、
重症医学科的专家和优秀的护理团队，经验丰
富，有些医护人员参加过抗击非典，有的参加
过抗击埃博拉疫情的工作。其中，上海、广东、
浙江、江苏、四川、天津、山东、重庆等 15个省、
市克服困难，派出了多支医疗队支援湖北省。
各医疗队到达湖北以后，经过培训，迅速投身
到湖北的医疗救治工作中，有的承接了定点医
院的几个病区，有的承担起危重患者的救治任
务。特别是，2 日火神山医院正式交付军队，
全军集结 1400 名医护人员承担起火神山医院
的医疗救治任务，大大增强了湖北省的医疗救
治力量。

由于武汉市的疫情防控和救治的压力很
大，所以，医疗队主要安排在武汉。截至 2 日
20 时，共有 57 支医疗队，6775 名医疗队员安
排在武汉市的 27 家定点医院，包括 2 日中午
交付的武汉火神山医院。

在重点做好武汉防控的同时，湖北省委、
省政府高度关注各市州的疫情防控。由于市州
医疗卫生资源不平衡，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任
务非常繁重。医疗队到达以后，湖北省根据疫
情的形势和各地的需求，及时安排部分医疗队
支援市、州。目前，共有 11支医疗队，1535 名
医疗队员安排在武汉之外的黄冈、鄂州、孝感、
咸宁、荆门、荆州、襄阳、仙桃、天门和潜江等 10
个市。其中，疫情较重的黄冈安排了 2支，一共
549 名医疗队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层医
疗不足的问题。

▲ 2 月 2 日，辽宁驰援湖北危重症患者救治医疗队队员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集合，准备飞赴武汉。
当日，辽宁驰援湖北危重症患者救治医疗队从沈阳出发。据了解，本次出发的医疗队共 118 名队员，来自中国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等 9 所省属医疗机构及 14 个市 32 所高水平三甲综合医院。 新华社记者潘昱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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