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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必将再一次被载入英雄史册！”
在武汉东湖新城社区，和总书记面对面的，
有社区工作者、基层民警、卫生服务站医生，还
有下沉干部、志愿者。抗疫期间，社区居民缺米
少油了、下水道堵了、垃圾箱满了……这些琐碎
繁杂的大事小事，他们都得管。一个多月来，像
他们这样的社区防控队伍，是武汉这座英雄城市
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下沉干部孔祥锋向总书记讲述了他的 25 天抗
疫经历。过去坐办公室写材料，如今他每天忙着
帮居民们买菜送菜、跑这跑那：“我对社区从陌生
到熟悉，社区居民对我也从不理解、跟我吵到现
在笑脸相迎。一句‘谢谢你，小伙子’，自己再苦
再累也值得。”
大家都有很多话要说。有人谈到了最初的害
怕和担忧，害怕被感染，担心居民群众不理解；
也有人讲述了一个个感动和温暖的瞬间。一个多
月来的经历，大家慢慢体会到，面对灾难，每一
个人只要愿意发光，就是一束光，既照亮了邻
里，也照亮了自己。
家住新城社区的“90 后”志愿者谢小玉，在
北京上大学，寒假回家遭遇封城。她想，与其在
家呆着，不如报名当个志愿者，做点更有意义的
事。面对总书记，她一点都不“青涩”，言语间飞
扬着青春激情：“最初我们人手不足，有的居民是
有些情绪，这也是我最难过的时候。但看到很多
人都在为社区默默奉献，又鼓足了劲。送东西是

个力气活，需要很有干劲才行。”
总书记说：“群众在家隔离时间长了，发几句
牢骚是可以理解的，谁愿意老闷在家里啊！要看
到我们取得这场斗争胜利要靠人民群众，靠人民
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对群众出现的一些情绪宣
泄，我们要多理解、多宽容、多包容，更要做深
入细致的工作，包括心理疏导、解决实际困难。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群众大事小事都在社
区，大家就是临时的小巷总理。给人民群众当服
务员，不能干巴巴、硬邦邦的，要让群众如沐春
风。我们今后要更加重视社区工作。”
在 这 次 抗 击 疫 情 斗 争 中 ， 人 们 看 到 了 “90
后”“00 后”的群像。总书记深有感触：“过去有
人说他们是娇滴滴的一代，但现在看，他们成了
抗疫一线的主力军，不怕苦、不怕牺牲。抗疫一
线比其他地方更能考验人。”
大家告诉总书记，社区居民们都想知道什么
时候武汉能解封。“我知道，大家都在掐着指头算
呢 。” 总 书 记 说 ，“ 尽 管 武 汉 的 疫 情 形 势 逐 步 向
好，但总体上看还没有到可以松口气的时候。这
是一场人民战争，需要全体人民坚定信心、同舟
共济。坚持就是胜利。请大家再坚持一下！”
“咱们小区已经连续 18 天无新增确诊病例，现
在居民比较安心，也有信心了，请党中央放心。”
社区网格员杨铭新每日密切关注着社区疫情动态。
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地问：“现在群众最需要帮

助的是什么？”
“很多百姓的愿望就是早点复工。比如出租车
司机，不出去干活就没有了收入来源，闷在家里挺
着急的，都盼着武汉早日车水马龙、热闹起来……”
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陶久娣汇报说。
总书记接过话来，“一个是疫情防控，一个是
逐步恢复经济社会秩序，这两件事要统筹兼顾，
有序推进。”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十 分 感 慨 ：“ 大 武 汉 有 上 千 万
人，通过封城来控制疫情蔓延扩散，难度很大，
下这个决心是非常不容易的。确实是一个十分艰
难的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湖北人民特别是武
汉人民作出了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很了不
起，你们为整个抗疫斗争立下了大功。”
“我在路上就一直在想，武汉市是多么好的一
座城市！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这里的人民是英
雄的人民。在这次抗击疫情斗争中，武汉人民展
现出了不怕牺牲的精神、勇于担当的精神、顾全
大局的精神，还有甘于奉献的精神。这些精神都
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的重要体现，我们一定要好好
总结、好好发扬。我相信，通过这次抗击疫情斗
争，武汉必将再一次被载入英雄史册！”
离开社区时，“总书记好！”“中国加油！”“武
汉加油！”的声音此起彼伏，在春日的阳光里久久
回荡……
（本报武汉 3 月 10 日电 记者杜尚泽）

连云港：开足马力 提高产量

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0 日专
门赴湖北省武汉市考察疫情防控工作。他强
调，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
坚决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多国人
士表示，习近平专门赴湖北省武汉市考察疫
情防控工作，展现了大国领袖的情怀，体现
了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高度重
视，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中国战疫必胜的信心。

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放在首位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赴湖北
省武汉市考察疫情防控工作，体现了对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高度重视，为抗
疫带来重要鼓舞。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安德烈·
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习近平主席去武汉考察
疫情防控工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疫斗
争中所主张的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放在第一位的原则。
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这对湖北地方领导
层和广大人民群众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在当
前疫情防控形势发生积极向好变化的情况
下，这将激励人民更加坚定地同疫情作斗
争，并最终取得抗击疫情的伟大胜利。
阿曼 《祖国报》 社长马哈尔·哈吉说，中
国武汉是疫情最严重的城市，习近平主席前
往武汉考察，展现了大国领袖的情怀。
埃中商会秘书长迪亚·赫尔米说，这次考
察反映了中国从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的团结
一心。习近平主席在考察时向武汉人民表示
感谢，他们在此次疫情中作出了巨大牺牲。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余虹表示，习近平主席赴湖北省武汉市考察
疫情防控工作，给武汉人民带来了中国最高
领导层的支持和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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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赴武汉考察疫情防控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武汉东湖新城社区微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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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人民安全健康
传递中国战疫必胜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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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正确应对措施向世界传递信心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赴湖北省武汉市考察疫情防控工作，
向世界传递战疫必胜信心。中国政府采取正确措施应对疫情，实践证明行
之有效，对全球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和信息系统机构顾问巴塔查吉说，习近平主席赴
湖北省武汉市考察的消息，让世界对中国发展前景更加乐观。相信中国这
个经济发动机将把世界产能逐渐调动起来。
巴塔查吉表示，武汉的经验证明疫情遏制可以实现，也证明中国战疫
经验科学有效，对全球具有借鉴意义。
马哈尔·哈吉说，
中国抗击疫情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
这是中国对全人类的
巨大贡献。中国人民同心同德，一致抗疫，尤其是武汉承受着巨大牺牲，为世界
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赢得了宝贵时间。
全世界都要感谢中国、
感谢武汉。
乌克兰丝绸之路协会会长伊琳娜·尼科拉克表示，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
化的世界，新冠病毒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政府采取正确措施
应对疫情，并同世界各国分享经验和信息，尽一切可能防止疫情向其他国
家扩散。中国为世界抗击疫情发挥了根本性作用。
（参与记者：吴刚、李东旭、卢怀谦、杨元勇、李碧念、赵旭、王丽丽）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愿在加强自身防疫的同时
向非洲国家提供帮助

3 月 10 日，江苏省连云港国电联合动力公司在做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车间开足马力，提高产量，扩大出货量，以满足国内外订单需求。
图为该公司生产车间，工人在生产风电产品。
王 春摄 （人民视觉）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又连线感染科病房，同正在接受
治疗的患者交流，了解他们的病情和治疗情
况，得知他们得到有效治疗、病情都在好
转，他感到很欣慰。习近平指出，疫情发生
以来，党中央一开始就明确要求把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党中央采
取的所有防控措施都首先考虑尽最大努力防
止更多群众被感染，尽最大可能挽救更多患
者生命。全国人民都在关心关注着你们。医
务人员要竭尽所能为大家提供治疗，各方面
要关心被感染的群众，照顾好他们的家人，
让患者安心接受治疗。大家也要树立必胜信
心，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主动听从医
嘱，积极配合治疗，这有助于战胜病魔。习近平
祝他们早日康复！

你们是最大的功臣，党和人
民要给你们记头功
在医院办公楼外广场，习近平接见了湖
北省当地和军队、外地支援湖北医护人员代
表。习近平指出，在湖北和武汉人民遭受疫
情打击的关键关头，广大医务工作者坚韧不
拔、顽强拼搏、无私奉献，展现了医者仁心
的崇高精神，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
好形象，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当前，
疫情蔓延扩散势头已经得到基本遏制，防控
形势逐步向好。这是全党全国全社会共同努
力、团结奋斗的结果，你们是最大的功臣，
党和人民要给你们记头功。党中央和各方面
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湖北和武汉抗击疫情工
作，一如既往全力提供医疗物资支援，一如
既往为大家解除后顾之忧。党中央和全国人
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永远是你们的坚强后
盾！在疫情防控斗争进入关键阶段，气可鼓
不可泄。要一鼓作气，咬紧牙关，坚持到
底，扛得住，守得住，不能前功尽弃。医务

人员健康是战胜疫情的重要保障。很多同志
在这里奋战一个多月了，很辛苦、很疲劳，
希望你们注意休息，保证营养，保重身体。
有关方面要改善大家工作生活条件，落实好
各项防护保障措施，加强轮换和休整，尽最
大努力确保一线医务人员健康和安全。

抗击疫情有两个阵地，一个
是医院救死扶伤阵地，一个是社
区防控阵地

坚持不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关键靠社区。
要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
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防控力量要向社区下
沉，加强社区防控措施的落实，使所有社
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打赢疫情防
控人民战争要紧紧依靠人民。要做好深入
细致的群众工作，把群众发动起来，构筑
起群防群控的人民防线。

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候，必须

离开火神山医院，习近平来到东湖新城
咬紧牙关坚持下去
社区，实地察看社区卫生防疫、社区服务、
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疫情发生以来，社区
实地考察结束后，习近平主持召开会
累计确诊新冠肺炎患者 32 人，通过封闭式管
议，听取中央指导组、湖北省委和省政府关
控和实施网格化管理，半个多月来保持无新增
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
确诊病例。见到总书记来了，在家隔离居住的
听取汇报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居民纷纷从阳台和窗户向总书记挥手高声问
习近平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中
好，习近平频频向大家挥手致意、表示慰问。
央高度重视，重点支持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
在社区生活物资集中配送点，习近平详
工作，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
细询问米面粮油和新鲜蔬菜水果等生活物资
举措，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人民解
的采购和供应情况，强调要千方百计保障好
放军、中央和国家部委、各省区市鼎力相
群众基本生活。在察看社区警务室、卫生服
助、火线驰援，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务站、物业中心等运行情况后，习近平来到
争、总体战、阻击战。经过艰苦努力，湖北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了解社区实行网格化管
和武汉疫情防控形势发生积极向好变化，取
理、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工作情况，对他们
得阶段性重要成果，初步实现了稳定局势、
的工作表示肯定。
扭转局面的目标。当前，湖北和武汉疫情防
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习近平同社区工
控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作者、基层民警、卫生服务站医生、下沉干
员、干部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扛起责
部、志愿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强调，社区
任、经受考验，以更严作风、更实举措把党
作为防控的最前线，肩负的任务十分繁重， 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参与社区防控工作的同志们工作十分辛苦。
习近平指出，要把医疗救治工作摆在第
大家夜以继日、不辞辛劳、默默付出，悉心
一位，在科学精准救治上下功夫，最大限度
为群众服务，为遏制疫情扩散蔓延、保障群
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要进一步落实
众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展现了武汉党员、 “四集中”措施，集中优势医疗资源和技术力
干部不怕牺牲、勇于担当、顾全大局、甘于
量救治患者，加快推广应用已经研发和筛选
奉献的精神。抗击疫情有两个阵地，一个是
的有效药物，提升救治水平。要加强医疗防
医院救死扶伤阵地，一个是社区防控阵地。 控物资生产、供应、调配，做好出院患者康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 （记者朱超）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0 日表示，
中方愿在加强自身防疫的同时，同非洲国家加强团结合作，并提供力所能
及的支持和帮助，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作出贡献。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9 日在坦桑尼亚举
行卫生部长会议，会议对中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努力表示赞赏和支持，表
示南共体国家愿继续加强同中方团结协作。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表示，当前，非洲国家面临较高的疫情输入风险，已经有多国出
现确诊病例。中方愿在加强自身防疫的同时，同非洲国家加强团结合作，
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全球的公共卫生安全作
出贡献。

复医疗工作。要加强医护力量和医疗资源统
筹，兼顾其他患者的日常就医需求，逐步恢
复正常医疗秩序。
习近平强调，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重
点在“防”。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候，必须咬紧
牙关坚持下去。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
发动人民群众，提高群众自我服务、自我防
护能力。要加强进出人员管理，深入开展流
行病学调查工作。要保持内防扩散、外防输
出的防控策略，同时要在做好健康管理、落
实防控措施的前提下，采取“点对点、一站
式”的办法，集中精准输送务工人员安全返
岗，帮助外地滞留在鄂人员安全有序返乡。
习近平指出，要加大对医疗力量薄弱市
州的支持力度，发挥高水平专家团队的作
用，探索巡回诊疗、远程会诊等有效做法，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要改善农村医疗卫
生条件，加强农村医务人员和基层干部培
训，提供必要的防护物资。要发动群众开展
环境卫生专项整治，教育引导群众养成良好
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
习近平强调，民生稳，人心就稳，社会
就稳。湖北和武汉等疫情严重地方的群众自
我隔离了这么长时间，有些情绪宣泄，要理
解、宽容、包容，继续加大各方面工作力
度。要充分考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密切监
测市场供需和价格动态，保障米面粮油、肉
禽蛋奶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对因疫情防控在
家隔离的孤寡老人、困难儿童、特困人员、
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要落实包保联系人，加
强走访探视，及时提供必要帮助。要加强心
理疏导和心理干预，尤其是要加强对患者及
其家属、病亡者家属等的心理疏导工作。要
加强舆论引导，营造强信心、暖人心、聚民
心的舆论氛围。要坚持依法防控，加强社会
面管控，妥善处理疫情防控中可能出现的各
类问题，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习近平指出，这次疫情，短期内会给湖

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阵痛，但不会影响经济
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要在加强防
控的前提下，采取差异化策略，适时启动分
区分级、分类分时、有条件的复工复产。要
落实落细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支持政策，有针
对性地开展援企、稳岗、扩就业等工作，强
化“六稳”举措，统筹抓好春耕生产、农民
就业增收等工作，坚决抓好脱贫攻坚各项任
务。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要继续加大对湖
北的支持力度，帮助湖北解决实际困难和具
体问题，早日全面步入正常轨道。
习近平强调，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既有
经验，也有教训。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教
训，加快补齐治理体系的短板和弱项，为保
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筑牢制度防线。
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
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
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
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
大。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
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各
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扛起责任、经受考验，在这场大考
中磨砺责任担当之勇、科学防控之智、统筹
兼顾之谋、组织实施之能，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有方。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
第一线。要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危难时刻
挺身而出、英勇奋斗，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
命，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湖北省
13 个市州和 4 个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设分会
场，各地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相关部门主要
负责同志和外地支援各市州医疗队领队参加。
丁薛祥、张又侠和军队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陪同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