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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神山医院洗消护士吴昊——

病房里的“天使保洁员”
鲜 敢 汪学潮

“您别下床了，卫生间我去
收拾！”

在火神山医院的病房里，步履
匆匆的洗消护士吴昊，每天都要对
年老体弱患者这样说。

吴昊负责洗消的病区，是火神

山医院收治患者的首个病区。为了
尽快让病区达到收治新冠肺炎患者
的要求，吴昊和病区的战友们夜以
继日，全力配合施工单位和设备调
试人员，收拾各种建筑垃圾和设备
器材的外包装。作为洗消护士，她
毫不犹豫地当起了病区保洁员，一
个病房接一个病房地捡拾垃圾，一
袋接一袋地往病房外扛垃圾。

首次“突击”，吴昊一干就是
一天多，手磨破了，眼熬红了，但
她依然在战斗！因为她知道，首批
新冠肺炎患者接收之前，她必须按
标准把整个病区打扫干净、消毒完
毕。那一夜，她几乎通宵达旦，直
到首批患者住进病房，她才松了一
口气。

腰酸背痛的她，晚上乘公交车
返回宾馆的时候，歪着头靠着车窗
睡着了，公交车驶到宾馆，战友们
发现她没下车，返回车上一看，发

现她还在睡。
“她太累了，让她再睡一会儿

吧。”公交车司机说。
连日来，她出现好几次这样

“睡着”的事，但她从来没有叫一
声苦、说一句累。一天晚上 11 点
多，几天没有给家打电话的吴昊，
突然接到妈妈打来的电话，问她在
火神山医院的情况。

“就跟以前一样，就是照顾患
者，一点都不累！”她忍着全身的
酸痛这样告诉家人，说完“美丽的
谎言”，吴昊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
了下来。因为她知道，抗疫当前，
战斗在火神山的战友们，都在各自
的岗位上忘我地战斗着。

她看到 50 多岁的老护士长陈
红，白天搬运了 40 床新被褥，白
手套变成了黑手套。她想想每天去
病房为患者输液的护士姐妹们。她
想想下夜班的姐妹们脸上被口罩和

护目镜长期挤压留下深深的压痕，
身上就充满了力量！

每天，吴昊都要打扫病房卫
生，为每一个房间喷洒消毒剂、扫
地、拖地、收拾垃圾，一个病房至
少需要 10 分钟，整个病区收拾洗
消完，需要不停地忙两三个小时，
还没忙完，吴昊已是汗流浃背。

病房的患者看着吴昊每天去打
扫房间，收拾卫生间，都很心疼
她。不少患者私下称赞她是“天使
保洁员”。“小吴，等我好了，希望
能留下来做义工帮你分担点儿，你
太辛苦了！”一名患者说。吴昊 （右） 和同事在一起吴昊 （右） 和同事在一起

一线抗疫一线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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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刘主任在，我们心里就踏
实。”在北京地坛医院重症医学
科，可以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大家
说的刘主任就是该科主任刘景院。

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北京地坛医院，视频连线了正在病
房值班的医务人员。刘景院作为医
务人员代表通过视频向总书记汇报：

“我们有1/3的医务人员都在2003年
参加过抗击SARS疫情，大家既有经
验也有能力。我们有信心为患者提
供好的医疗服务，努力降低病死率！”
截至目前，作为北京新冠肺炎救治定
点医院的北京地坛医院，收治的新冠
肺炎患者无一例死亡。

刚接到承担新冠肺炎患者救治
任务时，重症医学科在刘景院的带
领下刚刚完成鼠疫疫情应对，正在
承担重症流感和其他重症患者的救
治工作。一直连续作战的刘景院，
马上带领团队，全力应对新的疫情。

从接诊第一例患者开始，刘景
院就坚守在一线。研究疫情特点、
疾病特征、患者病情、制定治疗方
案……他坚持将前沿研究成果与具

体临床实践有机结合来制定诊疗方
案，确保患者救治成功率和科室人
员零感染。在一线工作的日日夜
夜，他关注的是疫情的变化、病人
的情况、同事的安危，却从不和他
人提及自己的辛苦和付出，总是
说：“这些都是本职工作，不是什
么拿出来炫耀的资本！成功救活一
名患者，最终战胜疫情才是分量最
重的承诺。”

科室一位医生说：“今年大年
三十那天，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本
来应该我值班，可刘主任一看我身
体不好，二话没说就承担了除夕的
值班工作。”那天赶上会诊，下午
4点半的时候，刘景院才有时间吃
午饭。5 分钟后，又开始了工作。
正月初一下了科里的一线班，他又
要接着值医院的三线班。在万家灯
火、阖家团圆的时刻，刘景院连续

36 个小时守护在病房。大年夜，
他疲惫但开心地对一同值班的同事
说：“我老家的亲人和岳父一家分
别把他们做好的年夜饭和家人团聚
的照片发给了我。”

刘景院的妻子也在北京地坛医
院工作。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夫
妻俩均在医院值守，连续工作几十
天，才抽空回家看了看儿子。为弥
补愧疚，不擅厨艺的刘景院给儿子
做了两个菜。儿子一句“爸爸妈妈
终于回家了”，让刘景院两口子红
了眼圈。

“把平时当战时，始终拧紧思
想、组织、技术和装备保障弦，是
我们从容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
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战时，全过
程抓好医护人员的科学防护与精准
施治，是保持战斗力坚不可摧的核
心要素。”刘景院说。

北京地坛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刘景院——

分 量 最 重 的 承 诺
本报记者 熊 建

本报北京2月26日电（记者熊
建） 截至 2 月 25 日，在境外团队游
客还剩下不到90人。这是今天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举办的新闻发布会
上，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司长
刘克智介绍的情况。

疫情发生后，1 月 24 日，暂停
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经营团队旅
游业务之时，在海外的团队游客达
到25万。在外交、民航等相关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包机、改签航
班，陆陆续续让他们有序返回。“无
论你在哪个远方，祖国始终在你的
身后。”刘克智说。

另外，疫情使得住宿餐饮企业
营业收入大幅下降，企业经营压力
很大。对此，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冼

国义介绍，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
政策，主要包括对疫情防控期间住
宿餐饮企业等生活服务收入免征增
值税；对湖北以外的中小企业免征
2—4 月养老、失业、工伤保险费，
对大型企业减半征收；对湖北省的
企业免征2—6月养老、失业、工伤
保险费；缓交住房公积金；2—6月电
价降低 5%；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住
宿餐饮等行业，金融机构不得盲目抽
贷、断贷、压贷。还有 2月 25日出台
的下调支小再贷款利率 0.25 个百分
点至 2.5%等；很多地方也出台了支
持措施，有的对住宿餐饮企业给予房
租减免的支持，有的给予失业保险、
稳岗返还补贴，有的为餐饮企业向大
型集团用户提供团餐牵线搭桥。

一个月接回25万海外游客

“ 祖 国 始 终 在 你 的 身 后 ”

中国—世卫考察组外方组长：
世界未准备好遏制新冠肺炎疫情 应吸取中国经验

法新社报道称，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外方
组长、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25日说，在遏制新冠肺
炎疫情方面，世界“根本没准备好”。他敦促各国吸取中国的经验。

——来源：参考消息网

美国《时代》周刊报道武汉志愿者：
“我只是认为这是我需要做的事情”

在自己的家乡武汉暴发新冠肺炎疫情之前，30岁的文身店老板布莱
克·陈 （音） 从来没有做过志愿者，但他这一次迅速挺身而出。他对本刊
记者说：“只有我们年轻人才会冒险出门。我们的朋友，尤其是我的客
户，都支持我们的做法。我父母让我不要去，但我知道，如果我不帮
忙，我会后悔的。”

对一些志愿者来说，采取行动几乎是一种本能。一位要求不具名的
32岁女性志愿者说：“我没想太多。我只是认为这是我需要做的事情。”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

巴西一男子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若确认将为南美首例

据巴西卫生部 25 日说，一名最近到过意大利的圣保罗居民新冠
病毒检测呈阳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若确诊，这可能是南
美洲首例新冠病毒感染。这名 61 岁男子 2 月 9 日至 21 日曾到过意大
利伦巴第。

——英国广播公司（BBC）

美国旧金山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国旧金山市市长伦敦·布里德周二 （25
日） 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原因是人们对新冠肺炎暴发感到担忧。

报道称，布里德在一份声明中说，尽管旧金山还未出现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但“全球形势正在迅速变化，我们需要加强准备”。

据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最新消息，美国卫生与
公众服务部长亚历克斯·阿扎证实，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达57例。

——环球网
（本报编辑 石畅、韩维正整理）

战 疫 最 前 沿

本报北京2月26日电（记者陈
劲松） 民政部今天召开全国民政

“一老一小”服务机构疫情防控工作
视频会议，要求对因疫情在家隔离的
孤寡老人、目前无法返院的老人、留
守老人、留守儿童、社会散居孤儿、困
境儿童等特殊服务对象开展有针对
性的走访探视和必要帮助。

会议指出，当前民政“一老一
小”服务机构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
峻复杂，部分地区养老机构相继出现
聚集性感染案例，引起社会高度关
注。儿童福利机构和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机构目前虽然保持零感染，但机
构内大多是重病重残儿童且集中居
住，一旦感染，后果将不堪设想。

会议要求，疫情严重的地区要争
取党委、政府领导挂帅，统一指挥，同
时督促和帮助各服务机构由院长承

担主体责任，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各地要强化联防联控机制，将

民政“一老一小”服务机构纳入当
地疫情排查、物资调配、转移隔
离、集中救治等联防联控整体部署
及所在社区疫情防控重点管理，给
予支持和倾斜。特别是对已发现确
诊或疑似病例的，要做好民政“一
老一小”服务机构封闭管理期间所
需生活物资供应。

会议要求，各地民政部门要迅
速再摸清本辖区内“一老一小”服
务机构防控工作情况。对因疫情在
家隔离的孤寡老人、目前无法返院
的老人、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社
会散居孤儿、困境儿童等特殊服务
对象开展有针对性的走访探视和必
要帮助。要全力做好机构外儿童救
助保护工作。

“一老一小”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民政部：开展有针对性探视和帮助

本报北京2月26日电（记者叶
紫） 据人社部消息，由人社部、公
安部、交通运输部、卫生健康委、
国家铁路集团等 5 部门成立的协调
小组，推进农民工返岗复工“点对
点”服务保障工作。相关部门加强
组织协调、细化落实措施，上下联
动，成规模、成批次组织农民工安
全有序返岗复工。截至 2 月 24 日，
各地共组织农民工“点对点”返岗
专车 2.7 万车次、专列 81 列和包厢
292 个、包机 55 架次，运送农民工
66万人返岗复工。

2 月 25 日，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服务协调小组召开全体会
议，强调要持续落实落细措施，按
照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要求，分
类指导、分区施策，全面摸排汇总
信息，强化线上岗位匹配服务，分
类做好外出就业服务保障。优先做
好贫困地区农民工返岗就业工作，加
强劳动力输出大省和相对集中输入
地的对接，落实 24 小时重点企业用
工调度机制。加强返岗复工过程中
的疫情防控，强化道路通行保障和交
通安全管理，确保返岗安全有序。

66万农民工“点对点”返岗复工

山东日照：武警支援战疫情山东日照：武警支援战疫情

疫情发生以来，武警山东总队日照支队应地方市委市政府用兵请求，
报军委批复后支援地方口罩生产装配，每日派出 100名官兵装配 70余万医
用外科口罩，支援武汉抗疫工作。图为官兵在抓紧装配。 王庆勇摄

中国维和官兵获“和平荣誉勋章”

2月25日，中国第七批赴马里维和部队的413名官兵被联合国授予“和
平荣誉勋章”，以表彰他们为联合国维和事业做出的贡献。图为联合国秘书
长马里问题特别代表、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团长安纳迪夫

（前左） 为维和官兵佩戴勋章。 孙伯语摄 （新华社发）刘景院在研究工作刘景院在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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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6 日，首批 23 名治
愈患者从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
夏区的武汉首个中医方舱医院
出院。

图为治愈患者携带个人
物品和医院赠送的中药等离
开医院。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