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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火神山医院10天落成
1400名军队医护人员今接诊

空军昨日凌晨出动8架大型运输机紧急空运795名队员和物资

经习近平批准，军队抽组医疗力量承担救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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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武汉 2 月 2 日电
（记者黎云 贾启龙） 按照中央军委

命令， 空军 2 日凌晨出动 8 架大型

运输机 ， 分别从沈阳 、 兰州 、 广

州 、 南京起飞 ， 向武汉紧急空运

795 名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和

58 吨物资， 上午 9 时 30 分全部抵

达武汉天河机场。 茛 下转第五版武汉火神山医院从开始设计到建成完工历时仅10天。 新华社记者 程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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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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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全市人民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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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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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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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切实
树牢底线思维， 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绝
不能掉以轻心， 绝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

绝不能有丝毫麻痹懈怠

以过硬举措确保上海
始终是安全的城市

应勇主持市政府工作
会议研究部署疫情防控

预约口罩“暖心操作”，市民向基层干部道一声辛苦
顾一琼

一项原本让不少人觉得 “炸头” 的任

务， 却在当下的上海被执行得十分 “可爱

且暖心”。 因为小小一个口罩， 上海的基层

干部和市民群众上了热搜， 更被广泛点赞。

昨天起， 上海启动以 “居村委会预约

登记+指定药店购买” 方式优化口罩供应。

应对当下严峻的疫情防控任务， 这一决定

的出台是主管部门经过再三权衡的。 此举

既能减少市民因盲目扎堆聚集而引发交叉

感染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能够引导大家理

性购买防护用品， 节约使用防护物资。

然而， 这一决定刚出台时， 曾让不少

人觉得 “炸头” ———社区基层一线的干部

说， 要负责挨家挨户排摸情况， 帮助协调

各方力量守好社区防疫 “关卡”， 服务好居

家隔离居民的日常起居， 如今再增加登记

购买口罩这项任务， 更是忙不过来 ； 居民

中也不乏嘲谑 ： 出门登记用掉一个口罩 ，

上街购买用掉一个口罩 ， 最后实际净得

三个口罩 （按照相关规定 ， 一次登记可

购买五个口罩 ）， 这笔账算下来好像不大

划算……

然而， 正式启动按户登记购买的这一

天， 出乎很多人料想的是， 这件原本很严

肃又带着各方几分 “抱怨” 的新举措， 却

在基层被执行得井然有序 ， 甚至还显得

“挺可爱”。

茛 下转第五版

上海基层社区如何解“小口罩”这道“大难题”

启动新的口罩供应方式首日，217万余户居民井然有序完成预约登记

■

。闵行区吴泾镇紫竹
半岛居民区， 陆续前来预约登记购买口罩的居民
自觉隔开两米左右的距离排成队伍， 场面井然有
序；。静安区临汾路街道，街道定制了“临汾版”微
信小程序———以居民区为单位进行线上预约，居
民足不出户就可以扫二维码完成预约登记； 。临
港新片区滴水湖馨苑， 为减少居民因排队造成的
人员聚集，居委会采取了电话预约方式

上海地铁今起试点进站测温

排队预

约登记时 ，

市民群众戴

着口罩并自

觉保持一定

间距， 以防

交叉感染 ，

秩序井然。

本报记者

袁婧摄

上海援鄂医疗队

上海援鄂医疗队分批抵达武汉

后， 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与时间赛

跑， 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 全力

救治患者， 用生命守护生命。 图为

上海第三批医疗队领队陈尔真为医

疗队员戴上护目镜。 施伟雄摄
荩 相关报道刊第二版

一起战斗
一起回家

2020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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