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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阴到多云 温度：最高 11℃，最低 7?

风向：北到东北 风力：3-4级，沿江沿海地区 4-5级
阴转多云 温度：最高 11?，最低 6?

风向：东北 风力：3-4级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

全军医疗单位1400名医护人员
承担火神山医院医疗救治任务

新华社北京 2 月 2 日电 （朱鸿亮
周娜）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军
队抽组 1400名医护人员于 2月 3日起
承担武汉火神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专科医院医疗救治任务。该医院主要
救治确诊患者，编设床位 1000张，开设
重症监护病区、重症病区、普通病区，设

置感染控制、检验、特诊、放射诊断等辅
助科室。

此次抽组的医疗力量来自全军不
同的医疗单位，其中，联勤保障部队所
属医院抽组 950人，先期抵达的陆军军
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空军军医大学
450人纳入统一编组。此外，从解放军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
研究院抽组 15 名专家组成联合专家
组，现地指导医院疫情防控工作。

据了解，医护人员中有不少人曾参
加小汤山医院抗击非典任务以及援助
塞拉利昂、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疫情任
务，具有丰富的传染病救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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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市民朋友们：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连续作出
重要指示，要求把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
制疫情蔓延势头。 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市委、市政府把疫
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紧
紧依靠全市人民，万众一心、众志
成城，争分夺秒、全力以赴做好疫
情防控各项工作。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
任。这段时间，医务工作者不畏艰
险冲向一线，基层干部、社区工作
者和志愿者日夜奋战守护防线，企
业和员工为保供应保市场加班加
点，广大市民“宅”在家中全力支持
配合，各个岗位昼夜坚守责任，大街
小巷接续传递温情， 共同织就了联
防联控、群防群控的“铜墙铁壁”，共
同确保了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有力
有效、 城市运行和市场供应平稳有
序。在此，谨向广大奋战在疫情防控
各条战线的同志们致以崇高敬意，

向理解支持和配合参与疫情防控的
广大市民表示衷心感谢！

全市人民的安全与健康，是我
们最大的牵挂。当前，正是阻断疫
情蔓延扩散的关键阶段，今天是节
后部分单位上班的第一天，返程高
峰已经到来，疫情防控形势更加严
峻、任务更加艰巨，更大的考验已
在眼前，不容丝毫侥幸懈怠。各地
区要落实属地责任、 加强联防联
控，党员干部要冲锋在前、勇挑重
担，各条战线要不辞辛劳、连续作
战。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市民继
续支持配合我们的工作，近期尽量

减少外出活动，注意个人卫生和防护，加强信息登
记和健康管理，保持理性科学的态度和积极向上的
心态，将爱心和智慧汇聚成战胜疫情的磅礴力量。

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有全市医务工作者和各条战线同志们的
并肩奋战、 不懈努力， 有 2400多万市民的共同参
与、全力支持，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胜利必将属
于我们！

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
2020年 2月 3日

致敬！最美逆行者！ 刊 8版荩

上海医疗队共 334人与武汉医务人员一起努力 刊 4版荩

“我们有信心完成任务！”

上海第一批医疗队专家组组长周新踏入病房，对病区外的同仁们自信地挥手。本报记者 董天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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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孟群舒）

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昨
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工作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的
形式，研究部署疫情防控
这一当前最重要的工作。

应勇指出， 全市疫情防控
正处在重要的窗口期、关
键期， 要认真学习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部署和市委要求， 始终把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放在第一位， 坚定信
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

精准施策， 坚决把各项防
控措施进一步落实好，以
最大决心、最严举措、最大
努力争取最好结果， 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市领导陈寅、宗明分
别部署防控疫情相关工
作。市领导吴清、周慧琳、

蔡威、许昆林、彭沉雷、陈
群、龚道安、汤志平、方惠
萍出席。

应勇指出， 前一阶
段，市委、市政府按照党
中央、 国务院的部署要
求，迅速启动相关工作预
案，实施了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

严格落实联防联控措施，

瞄准医疗救治、 社区管
控、入沪通道这三个重点
方向，全力打出疫情防控
组合拳。市委成立了双组
长制的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全力做好救治工
作，严格落实“三个三”综
合防控举措，有效控制人
员流动，加强医用物资供
给保障，确保市场供应稳定，做好宣传引导。

总体上，疫情防控全面推进，防控力度持续
加大，工作有力有序、成效明显。但也要看
到，随着节后大客流返沪，防输入的问题还
没完全解决， 防扩散的任务还在不断加重，

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下转荩4版

李强视频连线上海援鄂医疗队队员，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和亲切慰问

最美“逆行者”，你们是全市人民的骄傲
本报讯 （记者 谈燕）昨天下午，市委书

记李强视频连线上海支援湖北武汉抗击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医务人员，代表市
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义无反顾、挺身而
出，以医者担当扶危渡厄、守护生命的上海全
体援鄂医疗队队员致以崇高敬意和亲切慰问。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时间就
是生命！为全力支援湖北武汉开展医疗救治
工作， 上海迅速组建集结三批医疗队共 334

人奔赴援鄂一线，分别入驻武汉市金银潭医

院和武汉市第三医院，第一时间投入紧张的
救治工作。

医疗队在前方的情况， 时刻牵动着市
委、市政府和广大市民的心。李强分别与第
一批援鄂医疗队领队、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
长郑军华，第二批援鄂医疗队领队、浦南医
院副主任护师李晓静，第三批援鄂医疗队领
队、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等进行了视频连
线，详细了解医疗救治进展、物资后勤保障，

关切询问日常生活工作还有什么困难。

郑军华、李晓静、陈尔真在视频中讲述
了各批医疗队抵达武汉后的工作和生活情
况。他们表示，带着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
的嘱托驰援武汉， 大家都抱着共同的信念，

克服了种种困难，迅速进入工作状态，与时
间赛跑，全力救治患者。相信有当地和上海
的关心支持， 一定能完成抗击疫情的任务。

李强说，医者仁心、大爱无疆。在防控疫情的
紧要关头，大家主动请缨、奔赴一线，克服困
难、连续作战，你们是最美“逆行者”，是全市

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坚定信心，全力以赴，尽
最大努力科学防控、科学救治，以大爱仁心和
精湛医术，用心用情救治病患。大家来自不同
医院，在前方用生命守护生命，要团结协作、互
相关心，做好防护、保重身体。市委、市政府和
全市人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各方面都会全力
帮助大家解决实际困难，关心照顾好你们的家
人。希望大家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更大
贡献，期待你们平安归来、凯旋归来。

市领导诸葛宇杰参加。

把怀孕 6个月的妻子送到父母家，在隔离病房直面确诊患者。今天是仁济医院
医生沈剑箫和家人“分开”的第 12天。他说，面对疫情———

“我脑子里就‘责无旁贷’四个字”
■本报记者 黄杨子

今天是沈剑箫和家人“分开”的第 12天。

在空荡荡的屋子里，他给自己“囤”够了
食品：馄饨、馒头、面条、熟食……“现在又是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了。”他笑了笑
说，“从隔离病房出来之后，我就主动自我隔
离了，怕影响老人，也怕影响爱人和她肚子
里的宝宝。”

这间位于浦东敞亮的新家，原本沈剑箫
是打算与妻子、双方父母一同入住欢度今年
春节的。然而，从年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仁济医院的一场动员大会开始，这里就
成了沈剑箫一个人的“隔离房”。

这位“85后”肾脏科医师，在这个春节直
面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小年夜至大年初
二，整整 4 个日夜几乎不眠不休，他在隔离
病房面对着多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
疑似患者。其中，2例确诊患者让他更是记忆

犹新，“不能说不怕，但那一刻，脑海里浮现
的是身为医生的本能。”

连夜送走 6个月身孕的妻子
1月 22日，餐桌上的沈剑箫斟酌了一会

儿才对妻子开口，“我报名去隔离病房一线
了。”空气瞬间安静了下来，妻子有些委屈，

“行，你为了大家，小家都不要了，还回来干
什么？睡在医院吧。”

平日里通情达理的爱人竟有如此激烈
的反应，沈剑箫坦言自己也能理解，“一来疫
情肆虐，她担心我的安危；二来肚子里有宝
宝，也害怕是否会造成影响。”好言相劝一番
后，妻子刚平复心情，一通医院打来的电话
又激起涟漪，“隔离病房已正式启动，明早收
治患者，请立刻准备。”

沈剑箫无暇再安慰爱人，“我送你回爸
妈家里，我进了隔离病房，无论最终患者确
诊与否，我可能是密切接触者，不能让你冒

风险。”连夜送走已有 6个月身孕的妻子后，

他买齐食物回家，再次对着培训教材，反复
认真学习三级防护隔离衣的穿脱细节。

时间倒回当天下午。仁济医院组织来自
重症监护科、呼吸科、消化科、肾脏科、血液
科等大内科医护人员召开隔离病房动员大
会。“中青年”“男性”“中共党员”， 原本低着
头的沈剑箫听见领导提及的关键词，就在一
瞬间下定了决心：我要报名！

“我完全符合这些要求，肯定得第一批
就上。”党龄 9 年，入党时一心只有“为人民
服务”朴素心愿的沈剑箫，在那一刻突然感
到了这重身份带来沉甸甸的责任，“前方是
我熟悉而陌生的战场，敌人是隐形又尚无定
性的新病毒。但怎么说呢，挺热血的吧？脑子
里就剩下‘责无旁贷’四个字。”

23日清晨，沈剑箫醒得很早。新家离医
院并不远，到达隔离病房后，他看到了接诊
的首例疑似患者。

第一反应始终是如何救人
隔着玻璃，沈剑箫和疑似患者小白聊了起

来。 由于要收集病历信息， 他们互加了微信。

“隔离病房也分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区，基
础的体温测量、症状询问等，我们会通过病房
电话联系。” 沈剑箫向记者解释，“防护用品在
各大医疗机构一直都比较紧缺。目前有了核酸
检测方法， 可以尽快确认疑似患者是否感染，

住院时间不会太长。”

可就在这“不会太长”的时间里，意想不到
的事情发生了。24日，除夕夜，病房收治一名中
年女性疑似患者，住在 6床。“你们凭什么把我
关起来！ 我好不容易请假从武汉回来看儿子，

现在倒好，没回家直接来了医院！”

不断的指责和辱骂并没有让沈剑箫放弃
和患者沟通。“我联系了家属，也看了病历。”他
说，“患者有甲亢病史，曾经一次发热后，遗留
了轻度的精神疾病症状。 下转荩4版

疫情防控提示
当前，正值节后返程高峰，也是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为了更好地守护您和
家人以及他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特作如下
提示：

1.近期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多在家、少出门、不聚
会，减少去公共场所和人员密集场所活动。在人员密
集区域佩戴口罩，并科学使用。注意保持社交距离，少
握手。

2.注意个人卫生和防护。保持良好卫生和健康习
惯，居家常开窗、多通风、勤洗手，避免用手接触口、

眼、鼻。加强室内消毒，经常晾晒被褥，及时清理洁具。

不接触、不购买、不食用野生动物。

3.加强健康管理。定期测量体温。如有发热、咳嗽、

流涕、腹泻等症状，及时联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
生，接受其指导。如有必要，佩戴口罩及时到发热门诊
就医，主动报告旅行史、接触史。咳嗽打喷嚏时尽量避
人，并用纸巾、毛巾或肘部遮掩口鼻，防止飞沫传播。

4.配合做好人员信息登记。去过重点地区的，或家
中有外来人员的，主动报告，并在“来沪人员健康动态
观察系统”进行申报。

5.坚持科学理性。从主流媒体获取疫情相关信息
和科学防控知识。

6.视情适量购买防疫物资。在居（村）委会登记预
约购买口罩时，对工作人员和邻里乡亲多一些体谅和
宽容，尽量错峰前往。

7.保持规律生活。缓解压力，放松身心，亲友间互
相关爱，树立信心。

8.奉献爱心和智慧。疫情防控需要群策群力，每一
位市民朋友的爱心和智慧将汇聚成战胜疫情的磅礴
力量。

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2月 3日

这场战役，我们终将获胜！

连日返程高峰，
上海如何“迎”与“守”

刊 3版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