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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疫 最 前 沿

新冠肺炎疫情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因为全球增长取决于中国

疫情在中国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再一次提供了进入新兴市
场尤其是中国市场的机会。国际投资者不应错过这些机会。

在投资顾问的建议中，中国的权重一直在上升，因为其经济
几乎已成为全球增长的唯一引擎。今年，国际投资者对中国更加
感兴趣。而且在未来10年中，这种局面将维持下去。

实际上，新冠肺炎疫情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因为全球增长
取决于中国。

——西班牙《经济学家报》网站2月9日报道

俄媒：不会弃北京于危难之中

许多俄罗斯人在中国的社交网站上发文支持中国的防疫战。
他们中既有商人、游客，也有外交官。在中国的社交网站上，一
群俄罗斯儿童给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士们加油鼓劲的短视
频播放量相当高。

“中国加油！武汉加油！”怀抱着这样的信念，1万多名俄罗斯
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情况下，继续留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他
们留下来的原因很简单：这些居住在中国的俄罗斯人相信中国政
府有能力打赢疫情阻击战。

——《俄罗斯报》2月10日发表题为《不会弃北京于危难之
中》的报道

美专家：如果春季来得较早，感染率会大幅降低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流行病学教授伊恩·利普金说，如果成功采
取遏制措施，感染率可能在“2月的第三周或第四周”前后“大幅
下降”。他说：“如果春季来得较早，感染率会大幅降低。所以时
间点大约是在2月底，或者气温开始上升的时候。”但利普金警告
说，民众本周重返工作岗位后，感染病例可能会增加。

——《南华早报》网站2月9日报道
（本报编辑 石畅、韩维正整理）

2 月 5 日晚，武汉江汉方舱医
院启用。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国家
紧急医学救援队接到指令，24 小
时内，广东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
20名医生全部进入江汉方舱医院。

时间就是号角，时间就是生
命！6日早上 7时 40分，我的同事
们已经开始诊疗工作。这天晚上，
我冒着零度的冷雨，在方舱医院上
了第一个晚班。

夜已深，病房里病人渐渐进入
了梦乡，只有我和门口的护士姑娘
还在孤单地与黑夜抗争着。隔离衣
里的汗水，像是雨声，一滴滴，滴
落，通过衣服浸润着肌肤，只是这

失去了温度的雨滴，是那样的寒
冷，冷到内心深处，连血液也没有
了温暖。

放眼望去，看着熟睡的病人，
才感觉睡觉这种我们早已习惯了的
度过黑夜的方式现在是如此珍贵。
睡着的时候，没有思想，没有病
痛，可以忘记被病魔摧残的一切。
如果不是因为这该死的病魔，这些
人都应该是在家里的床上，做着美
梦，享受着这夜晚的舒适。现在全
是因为它，他们要在这医院里，挨
过这漫长的黑夜，靠着这短暂的睡
眠暂时忘却痛苦。

一阵咳声将我的思绪拉回，闻

声赶去，17 床，30 岁的小伙子，
刚刚查房时并无特殊，他现在却用
被子捂住嘴角，尽量不发出任何声
音，生怕惊扰熟睡的其他人，但是
火山喷发般的气流怎可能如此轻易
地被抑制，又是一连串的咳声，那
憋得通红的面容，也随着这涌出的
气流舒展开来。

“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多久
了？”

“二十分钟了，觉得有点呼吸
困难。”

“怎么不叫医生？”
“我看你们也忙了一晚上了，

没停过，刚刚休息一下，不想折
腾你们，自己忍忍就算了。”听了
这 句 话 ， 从 来 都 不 多 愁 善 感 的
我，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瞬间
觉得今天的所有辛苦都值了。我
叫护士赶快测了血氧饱和度，推
来了氧气瓶，开了一些对症治疗
的 药 物 后 ， 病 人 渐 渐 恢 复 了 平
静，安然入睡，而我还要继续同
这凌乱的夜晚战斗。

不觉间，凌晨1时40分，离交
班还有 20 分钟，交班前的最后一
次查房，看着一张张酣睡的脸，真
的希望他们能早一点摆脱病痛的折
磨，在每一个夜晚来临时都可以睡
得如此沉静。经过 17 床时，看到
他安静地睡着了，我放心地离开
了。

“医生……”我扭过头，原来
是 17 床，可能是我的脚步声吵醒
了他。

“还不舒服吗？”
“不是，您快下班了吧？”
“嗯，不过不用担心，下一班

医生会继续负责你们的。”
“谢谢您！”
“没关系，好好休息，不要有

心理负担，有不舒服一定要叫医
生。”他点了点头，目送着我离开。

“医生！”
我收回迈出的脚步，“还有事

吗？”。
他伸出了一只手，很快又下意

识地收回去，好像做错事的孩子。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怕麻烦我，
连累我，或许怕我嫌弃。我迎过
去，抓住了那只悬在半空的手，

“加油！”
医院，本就是痛苦的集中营，

医生也似乎看多了病人，对病痛，
就如习惯了医院里浓重消毒水的味
道，早已熟视无睹。对于他们，医
生是生的希望，是守护神，是带他
们走出这里的使者。无须太多的言
语，一个字，一个手势，就会温暖
这寒冷的深夜。身上的雨滴还在滴
滴答答，依旧冰冷，流向心深处，
却不能冷却那颗暖暖的心。

（本报记者 鲜敢采访并整
理）

深夜，我抓住那只悬在半空的手
刘晓春（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武汉江汉方舱医院医生）

武昌方舱医院首批患者出院

2月11日下午，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洪山体育馆的武昌方舱医院，首批28名
康复患者集体出院。这也是目前武汉客厅、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洪山体育馆三
大方舱医院，首批集体出院的患者。

图为患者出院现场。 张武军摄（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2月11日电（记者熊
建） 记者从今天举办的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月10
日0—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2478
例，其中湖北2097例；新增重症病例
849例，其中湖北839例；新增疑似病
例3536例，其中湖北1814例。

通过分析，作为全国疫情中心
城市的武汉，新增疑似病例由2月5
日高峰日的 2071 例波动下降至 2 月
10 日的 961 例。说明随着武汉市强
力推进确诊患者集中救治，疑似患
者集中隔离，无法排除的发热患者
和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
观察等措施的实施，疑似病人的存
量正在加速分流和消化，既为病人
接受规范化治疗、减少重症和危重
症的发生赢得了时间，也为后续可
能发生的疑似病人腾出了检测等方

面的资源，为武汉乃至湖北省和全
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创造了条件。

农村如何做好疫情防控是各方
关注的问题。国家卫健委基层卫生
健康司司长聂春雷介绍，目前农村防
控的重点在防，就是要“外防输入，内
防扩散”。对此，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要在当地党委政府和卫生健康部门
领导下，第一是要做好排查，要参与
到网格化的管理和地毯式的排查，对
发热、外来人员及时筛查，对“四类人
员”尽快分类落实措施，该转诊的转
诊，对居家隔离的做好服务。第二就
是做好宣传教育，充分利用农村多种
宣传渠道，让老百姓认识到疫情防控
的重要性。第三是做好保障服务，包
括经费的保障，财政部门已经下达了
今年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明确
今年新增的经费要全部用于乡村和
城市社区的疫情防控。

武汉新增疑似病例波动下降

本报南宁2月11日电（记者庞革平、张云河） 2月11日10时30分，广
西支援湖北果蔬物资直达冷链专列从百色火车东站启程，直发湖北宜昌
市。专列载有西红柿、菜椒、萝卜、白菜、鸡蛋、砂糖桔等，共 6个品种
187.5吨，是由当地爱心人士、企业、合作社、协会等无偿捐赠和运输的。
专列将于2月12日下午抵达湖北宜昌站。

图为百色果疏专列装运现场。 覃振翔摄

百色果蔬专列驰援宜昌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武警河北总队官兵在做好防控措施的同时，严
密组织巡逻和春运执勤任务，确保人民群众生活安全稳定。图为该总队石家
庄支队机动大队官兵在石家庄北收费站卡点警戒执勤。 宫 磊摄

本报北京2月 11日电 （记者陈
劲松） 民政部办公厅近日下发通知，
要求各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分类指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决
策部署，对做好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造成监护缺失的儿童救助保护工作进
行全面部署。

通知明确，各地要指导本地儿童
督导员、儿童主任在乡镇 （街道）、
村 （居） 民委员会统一部署下，及时
发现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
失的儿童，包括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确
认感染、疑似感染或需隔离观察，父
母或其他监护人因防疫抗疫工作需要

以及其他因疫情影响不能完全履行抚
养和监护责任的儿童，第一时间向所
在村 （居） 民委员会、乡镇 （街道）
报告相关信息，及时协调解决问题或
报告反映困难。

通知指出，要根据因疫情影响造
成监护缺失的儿童自身和家庭状况，
分类做好临时照料服务。对在由指定
地点进行隔离医学观察或诊断期间的
儿童，要跟进了解相关情况；对确认非
感染或已过观察期而监护责任未落实
或一时难以落实的儿童，要协调乡镇

（街道）、村（居）民委员会落实临时照
料，或由民政部门承担临时监护责任。

中国加强因新冠肺炎疫情造成
监护缺失的儿童救助保护工作

石家庄：武警执勤保平安

开栏的话：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惟其笃行，弥足珍贵。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广大医务人员夜以

继日、连续奋战，体现了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
广大党员干部、公安民警、社区工作者、志愿者
越是艰险越向前，义无反顾冲上疫情防控斗争的
第一线。他们有的舍弃“小家”团圆，成就“大

家”安康；有的瞒着家人，主动请缨奔赴战场；
有的不辞辛劳，通宵达旦救治患者……这些“逆
行者”以坚守和奉献为人们构筑起一道健康防
线，用汗水和牺牲绘就出一幅令人感佩的“抗疫
群英谱”。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一线抗疫群英谱”专栏，
讲述抗疫一线人员的感人事迹，展现全国各族人民
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的坚强意志。

2月6日下午，立春第三天，武汉市中医医
院迎来了第一批 5 位新冠肺炎患者出院。得知
这个消息，心里本有些阴郁的龚慧笑得很开
心。今年28岁的龚慧是武汉市中医医院放射科
医师，把守着诊治新冠肺炎的第一道“关口”。

“乌压压的人群，密不透风，将整个放射科
的大厅都围了起来，我之前从未在晚上见过这
么多人。”从年前开始，龚慧已经明显感到，涌
进医院做 CT 检查的患者越来越多，武汉“封
城”前一天，龚慧已连续48小时没有休班，累
了，就趴在一旁休息一会儿。

1月22日晚，龚慧又从下午5点一直忙到凌
晨 2点半，在连续做了 100多个 CT之后，才有
时间坐下来喘口气。“当时就感觉呼吸困难，但
患者明显都很焦虑，我不可能丢下他们不管
……”

1 月 23 日上午，龚慧一醒来，就从同事那
里得知武汉封城的消息，感到事态的严峻，她

抓起手机，给远在湖北省随州市广水的家人打
了个电话，告知他们自己今年过年不回去了。

“既然武汉已经封城，就留在医院和同事们共克
时艰吧！”

“面对疫情，每个人都是战士，没有人会后
退。”龚慧说，不止是自己，放射科的小伙伴们都留
了下来，有今年23岁、第一年上班的余果，地地道
道的武汉本地人、科室里的“老幺”宋子轩……这
群“90后”之中，更有一位逆行者——王晶。

1 月 19 日，王晶回到黄冈市麻城和家人团
聚，按原计划她将于大年三十之前赶到医院接
同事的班。武汉“封城”当天，毗邻武汉仅100
公里的黄冈也迅速宣布暂时关闭城市通道，这
切断了王晶的返程路。

“我们是轮休，我回家后科室就只有3个人
上夜班，我每天都会问他们情况，做检查的病
人很多，大家都很累。”王晶焦急不已，到处寻
找各种办法返回武汉，为此她先后加了好几个

回汉微信群，进到群里才发现，里面一大半都
是要回前线的医护人员。

得知王晶也是回汉的医护人员，一位在武
汉医院当男护士的老乡联系上了她，对方表示
自己当警察的哥哥可以带她一程。1 月 27 日，
家人骑摩托车将王晶从县城里送到城区和老乡
汇合，他们乘坐警车到达青龙高速路口，随后
又坐上了接送医护的志愿者司机的车，这才终
于回到了武汉。

下午 4 点多，王晶终于回到武汉市中医医
院汉阳院区。王晶做完 CT 检查，排除新冠肺
炎的可能性后，不敢有片刻耽搁，立刻就去接
了同事的夜班，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 4 点多
钟，才暂时停了下来。

“虽然累，但是我很安心。我的同事们都太
辛苦了，我得和他们一起战斗。”王晶说，面对疫
情，自己并不感到害怕，“相信阳光终会照亮这片
土地。”

虽然不在隔离病房，但放射科同样面临风
险。为患者做检查，帮助患者摆体位，调整呼
吸，告知如何取结果，任何一个步骤不慎，都
可能会被感染。为了节约防护服，大家都主动
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

“每天来做CT检查的人非常多，有些患者
排队时间过长后容易产生害怕、焦虑情绪。”龚
慧说，有时，一些患者甚至会直接将怨言发泄
到做 CT 的医生身上。但他们从不抱怨，耐心
同患者解释，安抚他们的情绪。

放射科主任徐良洲是一名党龄13年的老党
员，在他看来，这群年轻人“很棒！扎扎实实
地守好了医院的 CT 岗。在我眼里，他们还是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但在疫情面前，他们
克服恐惧没有退缩，用所学知识勇敢的迎接了
挑战，是时代真正的勇士”！

面对疫情，每个人都是战士
——记武汉市中医医院放射科90后医师

本报记者 李昌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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