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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武汉3月10日电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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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和武汉是这次疫情防控斗
争的重中之重和决胜之地。经过艰
苦努力，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形势
发生积极向好变化，取得阶段性重
要成果，但疫情防控任务依然艰巨
繁重。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保
持头脑清醒，越是要慎终如始，越是
要再接再厉、善作善成，继续把疫情
防控作为当前头等大事和最重要的
工作，不麻痹、不厌战、不松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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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在这场严峻斗争
中，湖北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冲锋在前、英勇奋战，全省医务工
作者和援鄂医疗队员白衣执甲、逆
行出征，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闻令即
动、勇挑重担，广大社区工作者、公
安干警、基层干部、下沉干部、志愿
者不惧风雨、坚守一线，广大群众众
志成城、踊跃参与，涌现出一大批可
歌可泣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

习近平强调，在这场严峻斗争
中，武汉人民识大体、顾大局，不畏
艰险、顽强不屈，自觉服从疫情防控
大局需要，主动投身疫情防控斗争，
作出了重大贡献，让全国全世界看
到了武汉人民的坚韧不拔、高风亮
节。正是因为有了武汉人民的牺牲
和奉献，有了武汉人民的坚持和努
力，才有了今天疫情防控的积极向
好态势。武汉人民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彰
显了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的家国情怀。武汉不愧为英雄的城
市，武汉人民不愧为英雄的人民，必
将通过打赢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斗争再次被载入史册！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都为你们而感动、而赞叹！
党和人民感谢武汉人民！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湖北和
武汉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致以诚挚
的问候，向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的广大医务工作者、人民解放军指
战员、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层
干部、下沉干部、志愿者以及各个方
面的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向正
在同病魔作斗争的患者及其家属、
因公殉职人员家属、病亡者家属表

示诚挚的慰问，向在这场疫情中不
幸罹难的同胞、牺牲的一线工作人
员表示深切的哀悼。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王沪宁参加考察。

习近平始终高度关注湖北省和
武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一下飞机，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中央指导组组长孙春兰，湖
北省委书记应勇，湖北省委常委、武
汉市委书记王忠林陪同下，乘汽车
前往集中收治重症患者的火神山医
院。

在火神山医院指挥中心，习近
平听取医院建设运行、患者收治、医
务人员防护保障、科研攻关等情况
介绍。习近平指出，疫情发生以来，
包括军队在内的广大医务工作者发
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
义无反顾奔赴湖北和武汉，毫无畏
惧投入防控救治工作，日夜奋战，舍
生忘死，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同时
间赛跑，与病魔较量，为武汉疫情防
控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军队医务
人员牢记我军宗旨，召之即来，来之
能战，战之能胜，为党旗、军旗增添
了光彩。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你们真正做到了救死扶伤、大爱无
疆。你们是光明的使者、希望的使
者，是最美的天使，是真正的英雄！
党和人民感谢你们！

习近平通过远程会诊平台，同
正在病区工作的医务人员代表视频
连线，询问工作和保障情况。习近
平强调，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最辛苦，
承受着难以想象的身体和心理压
力，许多同志脸上和手上被磨出了
血，令人感动，是新时代最可爱的
人。我向你们表示崇高的敬意！习
近平叮嘱广大医务人员加强自我防
护、抓住机会休息，既敢于斗争、又
善于斗争。有关部门要落实好防护
物资、生活物资保障，落实好工资待
遇、临时性工资补助、卫生防疫津贴
待遇，尽快出台关心关爱一线医务
人员的政策措施，帮助大家解除后
顾之忧，确保大家以饱满的精神状
态投入到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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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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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火神山医院，习近平来到
东湖新城社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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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累计确诊
新冠肺炎患者32人，通过封闭式管
控和实施网格化管理，半个多月来
保持无新增确诊病例。见到总书记
来了，在家隔离居住的居民纷纷从
阳台和窗户向总书记挥手高声问
好，习近平频频向大家挥手致意、表
示慰问。

在社区生活物资集中配送点，
习近平详细询问米面粮油和新鲜蔬
菜水果等生活物资的采购和供应情
况，强调要千方百计保障好群众基
本生活。在察看社区警务室、卫生
服务站、物业中心等运行情况后，习
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了解
社区实行网格化管理、联防联控、群
防群治工作情况，对他们的工作表
示肯定。

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习近平
同社区工作者、基层民警、卫生服务
站医生、下沉干部、志愿者等亲切交
流。习近平强调，社区作为防控的
最前线，肩负的任务十分繁重，参与
社区防控工作的同志们工作十分辛
苦。大家夜以继日、不辞辛劳、默默
付出，悉心为群众服务，为遏制疫情
扩散蔓延、保障群众生活作出了重
要贡献，展现了武汉党员、干部不怕
牺牲、勇于担当、顾全大局、甘于奉
献的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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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地考察结束后，习近平主持
召开会议，听取中央指导组、湖北省
委和省政府关于疫情防控工作汇
报。

听取汇报后，习近平发表了重
要讲话。习近平强调，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重点
支持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工作，采
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
措，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
人民解放军、中央和国家部委、各省
区市鼎力相助、火线驰援，打响了疫
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
战。经过艰苦努力，湖北和武汉疫
情防控形势发生积极向好变化，取
得阶段性重要成果，初步实现了稳
定局势、扭转局面的目标。当前，湖
北和武汉疫情防控任务依然艰巨繁
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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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严作风、更实举措把
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习近平指出，要把医疗救治工
作摆在第一位，在科学精准救治上
下功夫，最大限度提高治愈率、降低
病亡率。要进一步落实“四集中”措
施，集中优势医疗资源和技术力量
救治患者，加快推广应用已经研发
和筛选的有效药物，提升救治水平。
要加强医疗防控物资生产、供应、调
配，做好出院患者康复医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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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解放军指战员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层干部下沉干部志愿者和居民群众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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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红基会）日前，按
照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统一部署，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设立“抗疫国
际人道援助基金”，广泛动员社会
力量募集资金和防护物资，驰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严重国
家，首批募集采购和捐赠物资已
运抵伊朗和伊拉克。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许
多国家伸出援手，为我国抗疫防
控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截至 3
月 8 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
计接受境外捐赠款物2.76亿元。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
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
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
孤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共
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
战，需要各国携手应对，要向其他
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和地区提供
力所能及的援助，体现负责任大
国担当。

2 月 29 日，中国红十字会志
愿专家团队携带部分中方援助的
医疗物资抵达德黑兰，支持伊朗

抗击疫情。3月7日下午，应伊拉克
红新月会请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派出7人志愿专家团队前往巴格达，
携带核酸检测试剂盒等医疗用品和
设备、中成药等人道救援物资，支援
伊拉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友康恒业生物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等爱心企业大力支持援助行
动，捐赠了核酸检测试剂盒、乳制品
等人道援助物资。

据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

范围呈现扩散态势，病例
数量和受影响国家数量持
续增加。截至北京时间 3
月9日12时，除中国外，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国家
和地区数量已达 104 个，
累计确诊病例数达 28165
例，死亡 706例。意大利、
韩国、伊朗等国家呈现疫
情集中爆发态势。世界卫
生组织已于2月28日将新
冠肺炎疫情的全球风险级
别从“高”上调至“很高”。

这是世卫组织自 2012 年将其风险
评估方法系统化以来，首次将某一
事件相关的全球风险级别评估为

“很高”。
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统一部

署，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即日起设立
“抗疫国际人道援助基金”，接收社会
各界捐赠，发起网络众筹和企业定向
募集活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募集资
金和医疗防护物资，依据国家和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的部署，援助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较严重国家。

中国红基会设立“抗疫国际人道援助基金”
驰援受疫情影响较严重国家和地区

本报讯 （记者 杨振宇）3 月
10日，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
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北省武
汉市考察疫情防控工作，让奋战在
抗击疫情第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
者倍受鼓舞。中国红十字会救护
转运车队队员纷纷表示，一定不负
重托，不辱使命，再接再厉，一鼓作
气，以更坚定的信心、更顽强的意
志、更有效的措施，奋力夺取最后
的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队员
们深受鼓舞，我们绝不辜负总书记
和党中央的嘱托，疫情不除决不收
兵。”北京队队长陈科说，“在接下来
的工作中，我们会继续发扬‘人道、
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认真做
好个人防护，坚决完成任务，用实际
行动展示首都红十字的形象！”

上海队队长刘轶说：“总书记的
讲话让我们倍受感动，深受鼓舞，更
坚定了我们战胜疫情的信心。我们
一定坚持到底，让武汉人民、湖北人
民、全国人民早日迎来可以放心握
手的日子！”

青海队队长王海涛表示：“习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激励人心，催人奋
进，鼓舞着青海队队员们的士气，更
提振了我们与疫魔斗争的信心，我
们要再接再厉，在做好个人防护的
前提下，继续做好患者转运工作。
我们会咬紧牙关，坚持到底，直至取
得抗击疫情的最后胜利！”

内蒙古第一队队长陈辰说：“习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再次吹响
了冲锋号角，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
刻，我们会保持头脑清醒，咬紧牙
关，坚持到底，以必胜之心、责任之
心、仁爱之心、谨慎之心，全力投入
患者转运工作，争取让武汉早日出
舱，迎接最美的春光。”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
我深受鼓舞，作为一名医生，在武汉
被疫情肆虐的时刻，我很荣幸能够
投身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我
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决完成所
有任务，夺取疫情阻击战的全面胜
利！”内蒙古第二队队长孔繁熙说。

吉林队队长贾冶表示，习总书
记在讲话中指出，广大医务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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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
大的功臣，党和人民要给我们记头
功，让人振奋，这是对医务人员的高
度肯定。“吉林队将继续努力，严格
遵守各项工作纪律，努力保护好自
己，服务好患者。”

云南队队长刘建永说：“总书记
的讲话饱含深情，暖心又直抵人心，
我们一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服从命令，听党指挥，踏
实做好危重患者转运工作，始终把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首位，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
自己的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从北京、上海、青海、
内蒙古、云南、吉林等6省（自治区、
直辖市）征召 65 名志愿者，组成中
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驰援武
汉，开展新冠肺炎患者转运工作。

截至 3月 11日 24时，中国红十
字会救护转运车队已转运患者
7716 名，其中重症及危重症患者
2551名。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响，中国红十字

会救护转运车队队员纷纷表示——

牢记嘱托 不辱使命

3月7日晚，中国红十字会赴伊拉克志愿
专家团队抵达巴格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