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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赢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13日晚应约同马来西亚总理马
哈蒂尔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总理先生是中国人民
的老朋友，在当前中国人民奋力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总理先生提出
同我通电话，体现了马方对中方的情谊
和支持。疫情难免暂时影响中马正常人
员往来，但动摇不了两国人民的深厚友
谊。中马双方要在携手应对疫情挑战的
同时，持续深化两国关系特别是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创造更多合作成果，造福
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
府高度重视，举全国之力，团结一心，采
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
取得积极成效，病亡率保持在较低水平，
治疗方法不断突破，治愈率持续提升。

中国政府将带领中国人民坚定信心、同
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我们也一定能把疫情
影响降到最低，保持中国经济发展势头，
努力实现今年发展目标任务，同时继续
朝我们的长远目标坚定迈进。

习近平指出，中方针对疫情采取强有
力措施，不仅是在对本国人民健康负责，
也是在为世界公共卫生事业作贡献，得到
了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各国充分肯定。
我们将继续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
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战胜疫情。中方
赞赏国际社会给予我们的宝贵理解和支
持，尤其是马来西亚等周边友好国家，从
政府到民间都积极行动，为中方雪中送
炭。这是地区国家守望相助的生动体
现。我们将继续本着公开、透明的态度，
同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东盟国家加强防

控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公共卫生安全。我
们也将继续像对待本国公民一样，照顾好
马来西亚和其他外国在华人员。

马哈蒂尔代表马来西亚政府对中国
政府和人民遭遇新冠肺炎疫情表示慰
问。马哈蒂尔表示，马方赞赏中方为应
对疫情作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积极进
展，认为这是中方作为负责任大国为维
护世界公共安全作出的贡献。作为中国
的真诚朋友，马方已经向中方提供了一
批医疗物资，并愿继续为中方提供帮
助。东盟国家愿同中方就疫情防控开展
合作。马方相信，在习近平主席指挥领
导下，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疫情，中国
发展一定能够恢复正常。马方高度赞赏
中方长期以来为促进马来西亚发展所作
贡献，愿深化同中方务实合作，推进两国
友好关系。

习近平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通电话

冲锋在第一线，战斗在最前沿。

人民解放军又来了！

经习主席批准，人民军队增派

2600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首批力量1400人于2月13日

抵达武汉，并计划在第一时间展开相

关医疗救治工作。这一重大部署、强

大支援，是人民军队听从统帅号令、践

行初心使命的实际行动，也是子弟兵

继续发扬我军勇挑重担、连续作战优

良传统和作风，积极投身疫情防控斗

争最前线的有力举措。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主席

高度重视，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

指挥，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对防控肺炎

疫情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习主席的

重要讲话统揽全局、抓纲举要，给人以

定力、信心和勇气，是我们夺取战“疫”

胜利的根本保证。全军要在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统一指挥下，牢记

人民军队宗旨，闻令而动、敢打硬仗，

不畏艰险、不怕疲劳，积极支援地方疫

情防控，坚决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人民军

队一贯的责任担当。一方有难、八方

支援，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

体现。每当有重大灾难灾害、重大风

险挑战、重大艰难险阻，人民军队总

是挺身而出、全力以赴，哪里最危险

就战斗在哪里，哪里最需要就冲锋到

哪里。疫情面前，只要广大官兵和医

护人员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敢于担

当、勇于作为，紧紧与人民群众站在

一起，齐心协力打好军地协同仗、军

民团结仗，就一定能遏制疫情蔓延势

头，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

没有什么比拯救生命更重要，没

有什么比支援地方更紧迫。统帅一声

令下，全军迅疾行动。从除夕夜陆海

空3支医疗队火速驰援武汉，到2月3

日军队1400名医护人员开始承担火神

山医院医疗救治任务，再到2月13日

又有1400名医护人员抵达武汉。截至

目前，军队已派出3批次4000多名医

护人员支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的使命担当和有

力作为，展现了子弟兵对人民群众的

深情厚爱。与此同时，军队相关单位

也在积极行动，驻鄂部队抗击疫情运

力支援队昼夜不停执行运输任务，中

部战区调动直升机投送抗疫医疗物

资，运-20大型运输机首次参加非战争

军事行动。这些“刷屏新闻”“硬核力

量”赢得党和人民高度赞誉，给全国人

民传递出必胜信心和无穷斗志，汇聚

成同心协力、英勇奋斗、共克时艰的强

大力量。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劲

的关键阶段，更加需要人民军队的

有力支援，需要子弟兵坚决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贡献。广大官

兵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英勇奋

斗、扎实工作，当好疫情防控的先锋

队突击队，切实把各项工作抓实、抓

细、抓落地，努力把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降到最低。支援武汉的军队医护

人员要视疫情如命令、视病房如战

场，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

精神，发挥火线上的中流砥柱作用，

全力以赴救治患者，打好武汉保卫

战、湖北保卫战。军队有关医疗和

科研机构要主动投身疫情防控斗

争，积极做好患者收治和科研攻关等

工作。我们相信，广大官兵和医护人

员再接再厉、连续作战，冲在一线、干

在一线，不怕牺牲、迎难而上，一定

能做到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向党和

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牢记宗旨 勇挑重担
■本报评论员

本报北京2月13日电 周娜、记者
王士彬报道：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
准，军队增派 2600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参照武汉火神山医
院运行模式，承担武汉市泰康同济医院、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确诊患者医
疗救治任务。

武汉市泰康同济医院计划展开床位

860 张，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计
划展开床位 700 张。两所医院均开设临
床病区，设置感染控制、检验、特诊、放射
诊断、药械、消毒供应、信息、医学工程等
辅助科室。

此次抽组的医疗力量来自陆军、
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
队、联勤保障部队、武警部队多个医

疗单位。根据医院容量和建设进度，
军队医护人员将分批投入支援，首批
力量 1400 人 于 2 月 13 日 抵达武汉，
并计划在第一时间展开相关医疗救治
工作。

截至目前，军队共派出 3批次 4000
余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

军队增派2600名医护人员
支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2月13日上午，军队增派支援武汉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医护人员，乘坐

3型11架运输机抵达武汉。

图①：运输机抵达机场。
图②：军队医护人员抵达武汉。

本报记者 范显海摄

2 月 13日，在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
新一批队员增援武汉之际，火神山医院
迎来运行以来的第一个捷报——首批 7
名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

此时，距离 1400名军队医护工作者
进驻火神山医院，刚刚过去10天。

此时，距离习主席通过视频连线火
神山医院，刚刚过去3天。

10天来，这里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
注，从这里发出的每一条“战报”都格外
牵动人心——“收治第一批新冠肺炎确
诊患者”“收治患者突破 900人”“收治患
者总数超过1000人”……

时间，一刻不停。数字，不断跳动。
对于这家编设床位 1000 张的“战时医
院”来说，已进入满负荷运行状态。

挑战，越来越大。责任，越来越重。
“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全力以赴，与病
魔较量。”火神山医院医护人员说，“这里
是守护人民生命健康的阵地，我们唯一
能做的，就是夜以继日地战斗。”

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击战——这是党的核心、军队
统帅、人民领袖发出的“决战令”，也是军
队支援湖北医疗队立下的“军令状”。

战！战斗精神持续高涨。2月 10日
下午，习主席通过视频连线，查看火神山
医院疫情防控工作情况，让军队支援湖
北医疗队全体队员备受鼓舞。

战！火神山医院战“疫”10日，军队

支援湖北医疗队医护人员始终在战
斗。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将继续战斗，
直到胜利！

“就像陀螺一样，

转的速度越快，铆在

岗位上越稳”

这一刻，吴亚玲泪如雨下。这位坚
强的女队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以这
样的方式与母亲告别。

2月 11日下午，火神山医院重症医
学二科护士吴亚玲的母亲突发主动脉夹
层破裂，在云南昆明去世。

2月 12日上午 10点半，同事们集体
通过视频电话，与吴亚玲一起送母亲最
后一程。面向家的方向，吴亚玲含泪三
鞠躬，深切悼念去世的母亲……

科里安排吴亚玲先休息几天，但她强
忍着巨大的悲痛，坚持走上自己的岗位。

吴亚玲所在的重症医学科，还有一
个人们熟知的名称：ICU。这里，是危重
病人生命的最后屏障；这里的医护人员，
被誉为危重病人的“守护神”。

2月 9日，火神山医院开始接收重症
患者。5天来，重症医学科二科副主任
马凌忙得团团转。“我们时刻在和死神掰
手腕，从病魔手中抢救生命。”他说，“就

像陀螺一样，转的速度越快，铆在岗位上
越稳。”

同样牢牢铆在岗位上的，还有重症
医学科一科主任张西京和他的团队。这
位重症医学专家每天穿上防护服，不知
疲倦地战斗在救护一线。他和同事们一
起探索中西医结合、营养治疗、心理疏导
和康复训练四位一体的综合治疗模式，
对每一名患者实施个性化诊疗，使不少
患者转危为安。他常对患者说的一句话
是：“不要怕，有我呢！”

坚守岗位，就是坚守使命——
在医院的重症医学科一科病房，队

员徐海涛、张家友和吴俊等一批党龄超
过 20年的老同志铆在一线，带动年轻队
员全力投入救治工作。

队员宁北方这两天急性哮喘发作，
但她每天服几颗止喘药丸，穿上防护服
就走进病房。“患者需要我，岗位需要
我。”她说。

坚守岗位，就是守护生命——
白细胞和淋巴细胞数值极低，心律

失常，呼吸越来越微弱……2月 10日深
夜，正在病房值班的感染四科二病区三
组组长卢武生，盯着患者老李的病情变
化和检查结果，果断判定患者进入了“呼
吸窘迫”。

呼吸窘迫，是新冠肺炎的重症表现之
一，凶险无比！卢武生迅速为患者实施心
电监护，开启供氧系统，并对症开出药方。

当一滴滴药水通过静脉进入患者体
内，卢武生不断鼓励患者打起精神：“老
李，这时候再难都不能睡！”
（下转第二版）

火 神 山 战“ 疫 ”十 日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坚决落实习主席重要

指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纪实
■本报记者 王通化 陈国全 孙兴维 高立英

七道航线，直指武汉。
“鲲鹏”展翅而来，震耳欲聋的发动

机轰鸣声由远至近。
2月 13 日 8 时 58 分，第一架运-20

飞机稳稳接地，缓缓滑向停机位。随后，
一架又一架空军运输机陆续降落武汉天
河机场。

机场跑道旁，现场执勤的女警官龚
代璇子惊叹着眼前的壮观一幕：全长
3400多米的滑行道上，6架运-20、3架伊
尔-76和 2架运-9军用运输机密集列阵。
“鲲鹏”展翅落天河。这位女警官见

证了一场空中大运兵——
这是运-20大型运输机首次参加非

战争军事行动。
这是空军首次成体系大规模出动现

役大中型运输机执行紧急空运任务。
忙碌在机场各岗位的民航工作人员

看到，身着各军种迷彩服的子弟兵们鱼
贯出舱、迅速集结，他们左臂上的红十字
标志格外醒目。

东西南北大集结，天降雄师援荆楚。
自除夕夜迎来第一批军队医疗队员、

2月2日迎来第二批军队医疗队员后，2月
13日上午，武汉又迎来新一批援兵——

军队多家医疗单位抽组的精兵强
将，从东西南北多地同步空降武汉战
“疫”一线。

闻令而动，增兵江城。这是一次时
间的竞速，更是一次力量的汇聚。

2月 13日凌晨 2时 30分，乌鲁木齐
地窝堡机场，167名医疗队员登上伊尔-
76飞机。

此外，在天津滨海机场、沈阳桃仙机
场、西宁曹家堡机场、成都双流机场、重
庆江北机场和河北张家口机场，多架装
载着医疗队员和卫生物资的运输机也按
计划腾空而起。数小时内，11架飞机空
运 900余名医疗队员飞抵武汉。

伊尔-76起飞！目的地武汉——医
疗队员朱海荣看一眼机舱中的背囊，想起
里面还压着一封没来得及读的信。出征
前，正在医科大学读大二的女儿给他捎来
一封信，他忙得没时间看。

运-20起飞！目的地武汉——飞机
提速，发动机声音陡然增大。升空后，靠
在机舱内侧的医疗队员王舒芳，仿佛能
感受到钢铁与空气的强烈摩擦。这，是
战斗的号角。此时，她和战友们只想着
早点飞抵武汉抗“疫”。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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