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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世间
相爱的人们，总会有这样一个心
愿，或是许下这样的承诺！然而，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想要“执子之
手”，谈何容易。尤其是我们，远
离家乡，从广东前来湖北支援，与
爱人“执子之手”更是一个奢望。

在我们的隔离病房，有不少夫
妻同时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袭击
了他们的身体，但并没有隔离他们
相互扶持的心。病床旁的相濡以
沫，温暖着对方，更感动着我们。

刚出院的 28 床和 29 床——祝

叔叔和潘阿姨，是我们接管的第一
对夫妻患者。每天查房，祝叔叔都
会指着爱人主动说：“你们先查
她，她今天还是咳嗽厉害，动一下
就气喘。”对于自己的情况，却轻
描淡写。看得出来，他平时就非常
在乎妻子。他俩病床相隔不到 2
米，却只能互道一句平安，目送一
份真情，无法手牵手给予彼此安
慰。现在，他们都出院了，等过了
隔离期就可以过上正常的日子！祝
叔叔，潘阿姨，你们过得还好吗？

27 床余先生是一位 33 岁的小

伙子，也是我们新收并全程管理的
第一个病人。当时来的时候，是妻
子陪同过来的，病情很重，走几步
路就气喘吁吁，静息时血氧饱和度
才 90%。他妻子也患了新冠肺炎，
不过自愈了。当时我们跟她谈了她
先生的病情，把可能发生的情况跟
她交待了，她含着泪签下了病重告
知书，但是在丈夫面前却非常冷
静，她用行动告诉丈夫：“没事的，
很快就会好的。”其实，当时她的心
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外人难以体
会。不过，现在，余先生出院了，这对

他爱人来说，一定是最好的消息了！
43 床患者的丈夫是我们见面

最多的家属之一，他也得了新冠肺
炎，在外科楼住院，病情相对较
轻，但他每天输完液就会过来照顾
妻子。经过 20 多天的治疗，现
在，他妻子可以自己吃饭，趴着玩
手机了。我相信，两口子很快就可以
在阳光下牵手漫步，享受新生活了！

等他们一个个都康复了，出院
了，牵手了，对于我们来说，与自
己的爱人“执子之手”也就不再是
奢望了。它，就在不远的前方。

2月2日凌晨，西英俊接到国家卫健委委派
支援武汉的电话，当日下午就登上了赴武汉的
列车。

身为北京安定医院心理病房主任、新冠肺
炎疫情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组组长，西英俊此
次赴一线，早有心理准备。“危机袭来，心理救
援不能缺席”，这是他一直以来秉承的原则和职
业坚守。

鉴于疫情的特殊性，西英俊与队友们迅速
制定了适用于特殊时期的工作方案：充分开辟
线上服务平台，利用网络、热线、广播、电台
等途径搭建起人们与心理救援专业力量之间的

桥梁：向疑似患者推送自我心理减压音视频；
向过度焦虑和恐慌的人们提供电话热线和线上
咨询服务；对一线医务人员定制线上情绪调节
的心理干预方案……

方舱医院的建成使用，成为当地轻症患者
隔离医治的关键举措。但“方舱”里一下涌入
几百名患者，他们的心理会产生不利于健康的
因素。为缓解负面影响，西英俊带领团队入驻
洪山方舱医院，用专业知识为他们纾解情绪。

一次，西英俊注意到一位老人独自坐在床
旁，沉默不语，表情凝重。职业经验和敏感性
告诉他，在这种局面下，越是表现得安静、没
有求助需求，越可能有自伤或自杀的风险。

西英俊走上前去，蹲下，但老人却躲闪着
他的目光，不愿与他对视。看到老人床头有一
本书，西英俊随即与老人聊起了读书。渐渐
地，老人的眼里有了信任的目光，开始回应他
的话题。随后西英俊不断运用倾听、情感反应
等危机干预技巧，了解目前老人的情况：他对
自己患有新冠肺炎感到非常焦虑，而且得知两
个老朋友因为新冠肺炎相继离世，这更使他惶
恐不安，悲伤不已；同时，在方舱医院的隔离
使他绝望地认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无法再见
到亲人。

了解了这些，西英俊从专业的角度开导他

正视疫情带来的影响，让他明白自己并不无
助，引导他将注意力转移到更加积极的心理建
设上来。

在与西英俊的交流中，老人从被动回避到
打开内心、积极交流，同意接受他的帮助，这
本身就是老人的重大转变。西英俊了解到老人
非常想念同样被隔离的子女，非常担心他们是
否被自己传染。于是，西英俊设法获得了老人
家人的微信，让他们进行视频通话。看到视频
里家人的状态良好，老人解开了心结。

随后几次的随访中，方舱医护人员告知西
英俊，老人的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情绪正
常，饮食、睡眠都不错，积极配合医疗护理，
与周围的患友们有了更多的交流。

听闻此消息后，西英俊说：“感谢这位老
人，是他内在的力量、对他人和社会的信任以
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望，让他重新行进在健
康的道路上。老人给予我帮助他的机会将会让
我更加热爱我的工作！”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吴锡平自述——

隔离病房，感受爱的温度
本报记者 鲜 敢 整理

本报电（林冬梅） 2 月 27 日，中
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薛冰在使馆
会见巴新单一民族党领袖、东高地省
省长努姆，并接受东高地省政府为中
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捐款。
巴新国家广播公司、《国民报》、《信
使邮报》、EMTV 电视台对捐款活动
进行了现场报道。

薛冰感谢努姆省长代表巴新东
高 地 省 政 府 捐 款 支 持 中 国 抗 击 疫
情，介绍了中国最新防控工作情况。

薛冰表示，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为中国
全面战胜疫情指引了方向。疫情发生
后，巴新政府和人民给予中国以极大

的支持。马拉佩总理向习近平主席致
信表示慰问，巴新卫生部长等政要录
制支持中国视频，今天努姆省长又代
表东高地省政府慷慨解囊，以实际行
动支持中国抗击疫情，我们对此表示
衷心感谢。

努姆说，东高地省与福建省是友
好省份，有着特殊交往历史和渊源。
习近平主席曾亲自推动实施福建省援
助巴新东高地省菌草、旱稻种植项
目，并持续运作20年，极大促进了东
高地省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脱贫。

此次巴新东高地省政府共向中国
捐 款 10 万 基 那 （约 合 20 万 元 人 民
币），用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努姆向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薛冰 （右） 递交捐款支票。
（中国驻巴新大使馆提供）

努姆向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薛冰 （右） 递交捐款支票。
（中国驻巴新大使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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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抗疫一线抗疫

群英谱群英谱

本报北京3月 1日电 （记者顾
仲阳） 2 月 29 日，河北、海南同一
天宣布全省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国务院扶贫办最新统计显示，继去
年底西藏宣布所有贫困县退出外，
截至今年 2 月底，河北、山西、黑
龙江、河南、湖南、海南、重庆、
陕西等 8 个省市的所有贫困县已宣
布脱贫摘帽。

截至 2 月底，2019 年申请摘帽
的贫困县中，中西部22个省区市中
河北、山西、黑龙江、河南、湖
南、海南、重庆、四川、西藏、陕

西、新疆等 11 个省区市 165 个贫困
县已脱贫摘帽。其中，河北、山
西、黑龙江、河南、湖南、海南、
重庆、西藏、陕西等 9 省区市内贫
困县实现了全部脱贫摘帽。国务院
扶贫办强调，贫困县脱贫摘帽以
后，还有一部分剩余贫困人口需要
继续攻坚，要坚持标准不降，力量
不散，高质量完成剩余脱贫攻坚任
务，做到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据
介绍，中部地区贫困县贫困发生率
降至 2%以下，西部地区降至 3%以
下，是贫困县退出的主要衡量标准。

本报北京2月29日电（记者姜
洁） 响应党中央号召，2 月 26 日以
来，全国广大共产党员踊跃捐款，
表达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支

持。据统计，截至 2 月 29 日，全国
已有 1037 万多名党员自愿捐款，
共捐款 11.8 亿元。捐款活动还在进
行中。

境外媒体：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扩散

韩国伊朗意大利成蔓延中心地

境外媒体称，按照各国的官方数据，截至格林尼治时间 2 月
28日17时，2019年12月出现的新冠病毒已经造成2870人死亡，在
59个国家和地区一共感染了8.4万多人。

据法新社 2月 28日报道，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首个新冠肺炎
病例出现在尼日利亚。

在巴西之后，拉丁美洲第二个国家在 2 月 28 日发现了病例：
墨西哥确诊首批新冠肺炎患者，他们最近都去过意大利。

报道称，在中国之外，韩国、伊朗和意大利成了新冠肺炎疫
情蔓延的中心地。

又据路透社 2月 28日报道，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
迈克尔·瑞安表示，伊朗疫情可能比人们意识到的更糟。世卫组织
的一个团队预计将在3月1日或2日抵达伊朗。

日本计划在 7月主办 2020 年奥运会，但瑞安表示，相关方正
在就是否按计划举办奥运会进行讨论。

——来源：参考消息网

韩国新增210例确诊病例，累计确诊3736例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3月1日通报，截至当地时间1日下午
4时，韩国较上午 9时新增 210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
例达3736例。

截至目前，韩国死亡病例累计 18 例。与前一天下午 4 时相
比，一天内新增确诊病例586例。

韩国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2月 26日超过 1000例，仅时隔三天便
突破3000例。自1月20日境内首次出现确诊病例以来已过40天。

——来源：环球网

在华外国学者：

中国将在这场伟大战斗中变得更加强大

我在中国已经 12 年多了，从未见过像现在这样不寻常的情
况。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性，我们不得不采取主动隔离措
施。几乎整个中国都是如此。这是必须做的，也是人们自愿做的。

虽然对疫情感到忧心，但我们没有绝望。我们团结在一起，
以各自的方式努力着，以尽快克服这一巨大困难。

毫无疑问，中国将很快赢得这场与疫情的伟大战斗，并将变
得更加强大，中国人民将更加坚强！

——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Jose Medeiros da Silva
——来源：新华网

中国驻美使馆全力推动中美合作抗疫

近期，中国驻美大使馆通过美国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积
极介绍中国抗击疫情的情况。驻美大使崔天凯接受哥伦比亚广播
公司等多家媒体采访，并在 《今日美国报》 发表署名文章，介绍
中国举国动员抗疫努力和成效，呼吁美方各界科学理性看待疫
情，客观公允评价中方抗疫努力。

为配合国内科技创新支撑疫情防控工作，使馆始终与美国卫
生主管部门密切沟通，广泛走访美国公共卫生科研管理部门、研
究机构和生物医学学术团体，分享国内提供的有关疫情资料，与
美国专家就对疫情的研判以及有关疫苗、药物、诊断、防护等有
价值的科研项目进行交流。

——来源：新华社
（本报编辑石畅、韩维正整理）

又有8个省市的所有贫困县摘帽

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全国1037万多名党员自愿捐款11.8亿元

战 疫 最 前 沿

武汉西北城区供电电源点某重要变电站近日因设备故障造成电网补偿
能力下降。中国能建北京电力设备总厂有限公司迅速行动，加班加点完成3
台替换设备的生产和包装，当日启程发往武汉。图为 2月 28日，工人正在
对电抗器进行最后检查。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加紧生产供电设备驰援武汉

西英俊在为患者做心理疏导

日 前 ， 湖 北
省孝感市中医医
院药剂师在分拣
用于制作汤剂的
药材。

近期，湖北
省孝感市中医医
院加强中药汤剂
的 制 作 和 供 应 ，
为全市多个区域
提供针对新冠肺
炎 的 中 药 汤 剂 ，
日均服务约 5000
人次。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摄

湖北孝感湖北孝感：：加强中药供应加强中药供应

巴新东高地省

为中国抗击疫情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