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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3月18日召
开会议，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和经济形势，研究部署统筹抓
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
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
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在全国上下和广
大人民群众共同努力下，全国疫情
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
加快恢复的态势不断巩固和拓展，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同时，我们也
面临着不少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
境外疫情扩散蔓延及其对世界经济
产生不利影响，也给我国疫情防控
和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要准确

把握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的
阶段性变化，因时因势调整工作着
力点和应对举措，确保打赢疫情防
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确
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习近平强调，在充分肯定我国
疫情防控工作成绩的同时，要清醒
看到国内外疫情形势的复杂性和严
峻性。湖北和武汉医疗救治、社区
防控和后续工作任务依然艰巨繁
重，其他地区人员流动和聚集增加
带来疫情反弹风险依然存在，特别
是国际疫情快速蔓延带来的输入性
风险增加。要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
细各项防控工作，决不能让来之不
易的疫情防控持续向好形势发生逆

转。要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同
世界卫生组织紧密合作，加强全球
疫情变化分析预测，完善应对输入
性风险的防控策略和政策举措，加
强同有关国家在疫情防控上的交流
合作，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要加强对境外我国公民疫情防控的
指导和支持，做好各项工作，保护他
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会议强调，要科学精准做好重
点地区疫情防控工作。湖北省和武
汉市要慎终如始、一鼓作气，坚决打
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要继
续加强医疗救治，将重症患者向高
水平定点医院集中，努力提高治愈
率、降低病亡率。要完善社区防控
措施，有序扩展无疫社区居民活动

空间。武汉市要逐步推进复工复
产，湖北省其他地区要稳妥有序解
除管控措施。湖北省要同有关省份
主动对接，做好“点对点、一站式”输
送返岗、外地滞留在鄂人员返乡等
工作，人员流入地要落实属地责任。
要加强人文关怀，组织开展心理疏
导，稳妥做好疫情善后工作，防范化
解社会矛盾。要突出抓好北京等其
他重点地区疫情防控，优化防控策
略，落实防控举措，增强针对性和有
效性。

会议要求，要落实外防输入重
点任务，完善数据共享、信息通报和
入境人员核查机制，航空运输、口岸
检疫、目的地送达、社区防控要形成
闭环。要完善同有关国家的防控策

略协调机制，加强防控和救治经验
分享，推动联合科研攻关。

会议指出，受国内外多种因素
影响，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
加大。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紧迫
感，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
经济社会运行秩序，积极有序推进
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努力把疫情
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要以省
域为单元推动经济社会秩序恢复。
所辖县区均为低风险的省份，要全
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除湖
北、北京以外，对于省内仍有中风险
县区的省份，要做好精准防控，有序
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低风险地区之
间的人员和货物流动，必要的健康
证明要做到全国互认，不得再设置

障碍，不对人员采取隔离措施。要
提高复工复产效率，围绕解决企业
用工、资金、原材料供应等需求，有
针对性地精准施策，打通“堵点”、补
上“断点”。要做好法律服务等工
作，及时化解合同履约、企业债务、
劳资关系等纠纷。

会议强调，要加强对国际经济
形势的研判分析，及时制定有针对
性的政策举措。要兼顾疫情防控和
对外经贸合作，在落实防疫措施前
提下为商务人员往来提供便利，保
持国际供应链畅通，创新招商引资、
展会服务模式，保障各类经贸活动
正常开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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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月 17 日起，中央工艺美术
学院附属中学开启了“停课不停
学”居家学习模式。其间，学校红
十字会员及志愿者发挥美术特
长，积极开展以“致敬战疫先锋
防疫从我做起”主题系列活动，宣
传疫情防控知识，表达抗击疫情
的决心，向战斗在一线的医务工
作者、志愿者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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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先锋
从我做起

本报讯 （记者 王晓肖）3月
17 日，中国红十字会有关领导与
中国红十字会赴伊拉克志愿专家
团队召开视频会议。

听取志愿专家团队的情况汇
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代表中国
红十字会向志愿专家团队全体成
员表示慰问，对专家团队下一步工

作作出部署、提出要求。
中国红十字会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专家组公共卫生组组长高福
院士、多学科交叉组组长宁光院士
与志愿专家团队交流了新冠疫情
防控和治疗经验，为专家团队在伊
开展工作给予技术指导。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一同参加视频会。

中国红十字会与赴伊拉克志愿专家团队召开视频会议

本报讯（记者 陈娟）北京时
间3月16日晚8时，国家卫生健康
委、中国红十字会与赴意大利抗疫
医疗专家组召开第二次视频会议。

医疗专家组就近两日在意工
作进行了汇报，表示目前专家组工
作开局良好，接下来几天，专家组
将造访意大利国家传染病研究所、
意大利高等卫生研究院等机构，随
后北上米兰、帕多瓦等疫情严重地
区，对一线医院进行实地考察，意
大利红十字会表达希望增派医疗
队支援意大利疫情防控的需求。

听取专家组工作汇报后，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
会会长陈竺，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
任曾益新分别代表中国红十字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向专家组全体成
员表示慰问，对专家组下一步工作
作出部署、提出要求，鼓励专家组
面对疫情，要勇于担当、主动作为，
与意方进行战略沟通，分享中国经
验，在疫情防控策略设计等方面发
挥好咨询交流作用。

中国红十字会有关负责同志、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一同参加会议。

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红十字会
与赴意大利抗疫医疗专家组召开第二次视频会议

本报讯 （陶中权）伊拉克当
地时间3月15日上午，中国红十字
会赴伊拉克志愿专家团队在中国
驻伊拉克大使馆协调安排下，与伊
拉克总理办公室成员晤谈。

中国红十字会志愿专家团队
与伊方交流了抵达伊拉克后的工
作开展情况，结合与世卫组织会谈
情况和与伊政府卫生部门官员、国
家疾控中心、医院以及实验室的走
访交流情况，综合评估了当前伊拉
克在疫情防控中面临的风险，提出
了推动建立国家最高领导牵头的

联防联控机制、制
定颁布国家新冠肺
炎控制方案和临床
诊断治疗指南、建
立定点医院并设置
发热门诊对发热病
人的预检和分诊制
度、加大对普通群
众疫情预防健康知
识宣教等方面的具
体建议。

会谈中，张涛
大使通报了中方对

伊方的援助情况，并就下一步援助
工作提出意见。他表示，希望伊拉
克政府部门与中国红十字会志愿
专家团队继续密切合作，把中国对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有益经验运
用到伊拉克疫情防控中。

伊方高度认同张涛大使和志
愿专家团队提出的意见建议，将进
一步加强伊拉克本国应对疫情委
员会与中国红十字会志愿专家团
队的沟通协调，充分发挥好中方志
愿专家们的作用，合力做好本国疫
情防控工作。

中国红十字会赴伊志愿专家团队与伊拉克总理办公室会谈
■ 记者 王达

空荡寂静的街头，救护车呼啸
而过。

车舱内，王晓虹扣起指关节，敲
响隔离窗。阮盛一听就懂：“患者病
情很重，再快一点！”

“重症肺炎合并主动脉夹层，还
有消化道出血，上车前一直在用泵
给药，但车上没条件，只能尽量抢速
度。”当晚，从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
到火神山医院，全程29公里，阮盛、
王晓虹车组只用了短短 18 分钟就
把患者运到。

来自上海市急救中心的阮盛和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蒙医医院的王晓
虹，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
上海-内蒙古分队的“黄金搭档”。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从上海、内蒙古征召 8 名驾驶
员和 8 名医护人员组成联队，赴汉
执行新冠肺炎患者转运任务。截至
3月 13日 24时，累计转运新冠肺炎
患者2024名，其中重症患者171名。

最重要的职责是把患者平安送医

3 月 12 日下午，武汉市泰康同

济医院门口，救护车刚刚停稳，一名
轻症新冠肺炎患者就走到车前：“你
是不是记者？我们车上有个女护
士，你们一定要好好宣传她。”

患者口中的“女护士”是中国红
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上海-内蒙古
队队员陈丽华。此时，她在车上用
自己的身体当靠垫，为一位呼吸不
通畅的老年患者做支撑，已经在担
架上跪了一个半小时。

这是一名 86 岁的女性患者。
因为高血压、肺气肿和多种并发症，
她在转运途中突发呼吸困难，陈丽
华立即取下吸氧面罩，为老人吸氧，
并将老人扶起，保持半卧姿态。但
老人依然感觉呼吸不畅，陈丽华又
换了个姿势，和老人“背靠背”。老
人坐是坐住了，面罩和氧气管又掉
了。不得已，陈丽华只好采取跪姿，
一手怀抱病人，一手扶稳面罩、勾住
氧气管，一直持续到转运结束。

回到驻地后，陈丽华脱掉早就
汗湿的防护服，先回房洗了个滚烫
的热水澡，泡到皮肤通红，又将贴身
衣物扔进了医疗垃圾袋。这是她们
来到武汉一个多月以来，无数次长
时间、密切接触危重症患者后，总结

出的防护经验。
“类似情况很多，说不怕肯定是

假的，但更怕他在车上出危险。我
们最重要的职责，是把患者平平安
安送到医院。”陈丽华说。

身处这样的险境，陈丽华和队
友早已习以为常。

3月13日，车队又接到任务，出
动3台车组，将3名危重症患者从天
佑医院送至金银潭医院，侯敏杰、孙
俊、曾杰、陈佳乐、田丹丹、庞斯琴 6
人参加行动。

下午 3 时，救护车抵达金银潭
医院，却迟迟无人下楼接患者。侯
敏杰给联系人打电话，对方表示，医
院人手紧张，需要队员自行将患者
送至病房。

“怎么办？”侯敏杰给队长刘轶
打电话。

“医院这么说，就按要求执行。”
在汉工作一个多月，刘轶心中清楚，
医院确实人手紧张，并非刻意为难。

“好！”侯敏杰挂上电话，和队友
一起将患者送上隔离病区二楼，一
直送到病房，抱起安顿在病床上。
其中，最重的一名患者，体重达 140
余斤，比侯敏杰本人还重。

“当时不会考虑这么多，也不会
想哪些该我们做，哪些不该我们做，
大家都是为了病人好。”侯敏杰说。

李维娜、李阳还帮患者挂过号、
办过住院手续，甚至铺床单。

那一次，车队接到临时任务，从
一家敬老院向武汉市第八医院转运
5 名孤寡老人，其中包括 1 名 89 岁
患者、1位91岁患者。

“我们去现场一看，91 岁老人
身体状况略好点，89岁老人则基本
处于嗜睡状态，完全无法行动。楼
道狭窄，又堆满杂物，担架车根本进
不了房间。”李阳主动进入房间，连
着床单一起将老人抱起，一直抱到
了担架车上。

好不容易将老人送到医院，又
出现了新情况。因为敬老院无人在
现场，院方安排他们替老人挂号、办
理住院手续。两人二话没说，又忙
前忙后帮老人办完手续，一直到把
老人安全送入病房才离开。

救护车司机成推担架“主力”

抬患者、推轮椅、进病房，来到
武汉之后的亲身经历，和刘轶预想
的大不一样。 （下转二版）

呼啸而过的生死时速
——记赴武汉抗疫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上海-内蒙古分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