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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上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
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我市各行各业干部群众通过
不同的方式收听收看了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伟大抗疫精神激励我们勇敢走在
时代前列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市委党校学员中
引起强烈反响。大家一致认为，生命至上、举国同
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
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
发展，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是奋进新时代伟大
征程的精神旗帜。学员们纷纷表示，将把伟大抗疫
精神转化为前行动力和实践伟力，鼓足干劲、担当
作为，用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
数；将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奋力谱写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在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打造内陆开放高地中实现更大作为。

“我们要以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解放军、公安
民警和社区工作者为榜样，学习他们不计个人安
危、勇敢逆行，以实际行动诠释救死扶伤、甘于奉献
的精神，继续传承和发扬伟大抗疫精神，在本职岗
位上尽职尽责，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大渡
口区九宫庙街道锦霞社区工作者赵凤娟说，作为一
名基层社区干部，要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一方面提升辖区文明程度，用文明健康的小环
境筑牢常态化疫情防控的社会大防线；一方面始终
把人民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帮助群众解决就业、收
入、就学、社保、医保、住房等方面的实际困难，扎扎
实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青年教师林华山认真聆听
总书记重要讲话后表示，将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从思想上、
行动上更加自觉地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让伟大抗疫精神转化为推动教学
科研、学院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强大力量。

解放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廖义琛说，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令自己倍感振奋和鼓舞。自己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守护人民健康奉献自己的
绵薄之力。

“中国的抗疫斗争充分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
力量、中国担当，这也是我们一线建设者应该继承
和发扬的。”王大海是中建二局的钢筋加工工人，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他参与到项目疫情防控中，
宣传抗疫政策、全面消杀施工现场，以实际行动助
力项目部顺利复工复产。“下一步，我和工友们将发
扬伟大抗疫精神，攻坚克难，积极参与到重庆更多
重大工程建设中去，成为勇敢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
者、开拓者、奉献者。”王大海说。

牢记总书记嘱托，在平凡岗位上默默
坚守，在服务人民中践行初心使命

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中国人民风雨同
舟、众志成城，构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总书
记说，举国同心，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同
甘共苦的团结伟力。

“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180万名环卫工人起
早贪黑……全国人民都‘为热干面加油’!”南岸区
城市管理局环卫处环卫工人张校红说，作为这180
万名环卫工人中的一员，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后，
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疫情初期，张校红一个人
扛起了整个南岸所有隔离区域生活垃圾收运任
务，从垃圾消杀、垃圾装车，到垃圾转运和垃圾卸
料都由他一人完成。“我只是环卫工人平凡的一
员，但也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张校红
表示，他会始终铭记总书记的话语，在服务人民中
践行初心使命。

“总书记在讲话中专门提到了我们快递员群
体，提到数百万快递员冒疫奔忙，这是对疫情期
间所有坚守一线快递员的肯定与鼓舞！”中国邮
政集团公司重庆市南岸区分公司长生桥邮政营
业部快递员舒鑫表示，疫情期间群众线上购买生
活用品数量激增，需要投递的包裹量是平时的三
倍多，快递员工作压力很大，但是大家的想法就
是自己多跑路，让客户少出门，为疫情防控做一
分贡献，“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更坚定了我做好本
职工作的信心。”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饱含深情，对抗疫斗争中
的志愿者群体给予充分肯定，让我深受鼓舞、倍感
振奋。”青年志愿者王镜说，疫情期间，她加入到了
迎龙社区疫情防控队伍，成为下沉社区志愿者队伍
中的一员，“今年大学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西部计
划志愿者，今后我将在西部的基层岗位上，用行动
书写青年志愿者的使命和担当，为夺取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为实现决战脱贫攻坚、决胜
全面小康贡献青春力量。”

总书记的点赞激励青年一代扛起
如山的责任，展现青春激昂的风采

中国的抗疫斗争，充分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
力量、中国担当。总书记特别为青年一代点赞：在
这次抗疫斗争中，青年一代的突出表现令人欣慰、
令人感动。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
出的凡人。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
臂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
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市
青年特别是“90后”、“00后”医务人员心情激荡。

“哪里有什么白衣天使，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
一身衣服。”对于这句话，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医院
（重庆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黄曼義很有感触。
1997年出生的她，作为重庆第十七批支援湖北医疗
队员出征湖北孝感。在孝感的日子里，她时刻铭记
医护人员的使命，每天穿戴着厚厚的防护装备在病
房穿梭，细致耐心地查看病人状态，检查体温、血氧
等，“这是一段难忘的经历，让我见证了生命互助的
美好，更懂得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与担当。”

今年29岁的璧山区人民医院团委书记、国家
紧急医学救援队队员柴娟说，2002年，她11岁时从
电视上看到全民抗击非典的报道，如今，她有幸成
为一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先锋。“作为感控专职
人员，我将用行动彰显我们年轻一代的担当，把我
的青春奉献给人民健康事业。”

“那时候，每次看到朋友圈都有泪目的冲动，我的
同事们白衣为甲、逆行出征，舍生忘死挽救生命的身
影，让我感动了无数次。”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医院
（重庆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护士王世希是一名“00
后”，她说，“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伯礼院
士说，国有危难时，医生即战士；张定宇说，我必须跑
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病人。他们这些
朴实的话语，令我为自己是一名医务人员而自豪！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胸部肿瘤中心实习护
士李思雨说，疫情暴发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轨迹，
作为一名刚刚大学毕业的护理人员，她恨自己不够
强大，不能给疫情重灾区的兄弟姐妹更多帮助。“作
为‘00后’，看着大哥哥大姐姐穿上隔离服，与死神
竞赛，挽救无数人的生命，让我认识到自己的使命，
也更加坚定了学好护理的信念。”

（记者 郭晓静 张莎 李珩 陈国栋 杨铌
紫 崔曜 周尤）

把伟大抗疫精神转化为前行动力和实践伟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在我市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本报讯 （记者 李珩 实习
生 王玉英）9月8日，市卫生健康委
部署了秋冬季疫情防控相关工作，按
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要求，我
市将实施五项举措应对秋冬季可能
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措施提出，9
月底前，每个区县至少有一家区县级
医院具备核酸检测能力，做到重点人
群应检尽检，其他人群愿检尽检。

我市秋冬季疫情防控的五项措
施是：

一是强化监测预警。我市将充
分发挥发热门诊哨点作用，规范预检
分诊和发热门诊，严格落实信息报告
制度，实现“发现疫情2小时报告、12
小时完成核酸检测、24小时完成流
调”；坚持“人物同查”，扩大监测范
围，坚决堵住进口冷链食品等疫情防
控风险点；强化传染病疫情监测分
析，组织多部门专家定期开展风险评
估，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二是严防境外输入。对所有经
重庆口岸入境人员，一律先进行体
温检测和核酸筛查。对检测结果异
常的，立即送定点医院按规定进行
处置。对检测结果正常的，按照相
关规定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并
在解除隔离前按规定再次实施核酸
检测。

三是做好应对准备。针对秋冬
季疫情防控，做好采样、检测、流调、
消杀、心理干预、社区防控等六类人
员准备；组建不同专业类别的防控队

伍，确保一旦发生疫情，能拉得出来、
顶得上去；9月底前，所有疾控机构、
三级综合医院、传染病专科医院都要
具备核酸检测能力，每个区县至少有
一家区县级医院具备核酸检测能力，
做到重点人群应检尽检，其他人群愿
检尽检；做好防控物资的采购及储
备，确保有足够的防控物资应对可能
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四是抓住重点环节。继续落实
各项常态化的防控措施，进一步健全
农贸集贸市场、学校和医疗机构等重
点场所、重点环节的防控。尤其是学
校，卫生健康部门将与教育部门密切
配合，实行“一对一”对接，指导学校
严格落实师生健康监测、晨（午）检、
因病缺课（缺勤）登记报告等制度，严
防学校传染病疫情。

五是坚持多病共防。秋冬季节
更适宜病毒生存和传播，是流感、流
腮、风疹等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也
是诺如病毒感染等消化道传染病高
发季节，尤其是洪灾过后更易发生消
化道传染病，为防止新冠肺炎疫情与
秋冬季其他传染病叠加暴发，我市将
做好有关疫苗的采购计划与准备，以
便有需求的群众可及时接种；另一方
面将推进秋冬季爱国卫生运动，持续
提升人居环境卫生。

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黄
明会提醒，零病例不等于零风险，大
家要继续保持“一米线”、勤洗手、公
筷制等良好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

重庆实施五项举措应对秋冬季疫情防控
9月底前每个区县至少有一家区县级医院具备核酸检测能力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一场艰苦卓绝的历
史大考！在过去8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党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取得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
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

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
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高度评价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精辟概括并
深刻阐发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这场严峻斗争中
铸就的伟大抗疫精神，深入总结抗疫斗争伟大实践
的经验和启示，明确提出在历史交汇点上不断开创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工作要求，具有很强的
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必将鼓舞和激励我们在新
时代新征程上披荆斩棘、奋勇前进，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不懈奋斗。

病毒突袭而至，疫情来势汹汹。面对突如其来
的严重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
局、果断决策，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
事，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
战，经过艰苦努力，付出巨大牺牲，夺取了全国抗疫
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在此基础上，我们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我国成
为疫情发生以来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
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显示了中
国的强大修复能力和旺盛生机活力。面对突如其
来的严重疫情，中国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
度，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同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克
时艰，以实际行动帮助挽救了全球成千上万人的生
命，以实际行动彰显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真诚愿望。这场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充分诠
释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

全国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充分
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充分展现了中国负责
任大国的自觉担当，极大增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力和向心力。在这场同严
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
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
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
精神。这一伟大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
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
释，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必将成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强大力量。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站在“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
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
路线、基本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不
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国

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明确要
求，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奋力夺取抗疫斗争全面胜利；扎实做好“六
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确保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
坚目标任务；加快补齐治理体系的短板弱项，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夯实制度保障；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国际社会携手应对日益严峻的全
球性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有效防范和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
风险，不断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

一个民族之所以伟大，根本就在于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都从来不放弃、
不退缩、不止步，百折不挠为自己的前途命运而奋斗。从5000多年文明发展
的苦难辉煌中走来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一路
向前，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挡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的前进步伐！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伟大
抗疫精神，勠力同心、锐意进取，奋力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
坚目标任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人民日报9月10日评论员文章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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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珩 实习生 王玉英

9月9日，阳光洒进位于歌乐山上的市公共卫
生医疗救治中心。这里除了医护人员进进出出，显
得有些安静。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却是重庆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场”之一。

作为重庆市4家定点集中收治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医院之一，市公卫中心承担着重庆主城片区及18
个区县确诊病例收治工作。在市公卫中心党委的
坚强领导下，疫情发生后，该中心有430名医护人
员投身前线，累计救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231人，
实现收治患者零死亡、医护人员零感染。

1月24日，大年三十，市公卫中心接收了第一

位确诊患者。市公卫中心第一时间召开党委会专
题研究部署，及时成立中心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由党委书记池祥波和副主任杨钟平任组长，并
设立了医疗、科研、护理、医院感染控制等12个工
作组。

“为对抗疫情，我们准备了9个隔离病区，共计
300张床位，这些隔离病区都是由普通病房改建而
来的。”池祥波告诉记者，从1月26日起，市公卫中
心平均3天改造出1个新隔离病区，为收治患者打
下坚实基础。

面对凶险的病毒，谁上?市公卫中心结核二科
主任钱春芳第一个向医院党委递交了请战书。“我
上”“我报名”……在1月底市公卫中心誓师大会上，

160名在职党员全部递交请战书。市公卫中心第一
时间在隔离病房成立了5个临时党支部。

在隔离病区，医护人员必须穿着厚厚的防护
服，口罩、护目镜在脸上勒出很深的压痕。这些，钱
春芳并不在意。她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为了不
浪费时间和节约防护用品，她除了吃饭外，连水都
很少喝，一天下来身体严重缺水，每次脱去防护服
后，手上的“皱纹”都清晰可见。

其实，不仅仅是钱春芳，市公卫中心共有430
名医护人员投身前线，他们用“逆行”传递生命的接
力棒。

市公卫中心重症监护室医生谭顺是大年三十
第一批进入负压病房的，在这里工作7天后，他把救
治危重患者的“接力棒”交接给第二批进入的袁婧
和罗亚东。“你们等着，我4天后回来支援你们。”谭
顺说。然而，他仅仅休息两天，又返回了“前线”。

在医护人员看来，辛苦一点没什么，最高兴的
事是患者治愈出院，这样的送别是最幸福的。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党委——

带领430名医护人员传递生命接力棒

□本报记者 李珩 实习生 王玉英

在武汉的57个日夜，重庆市第十三人民医院
院长、主任医师赖晓东至今难忘。在重庆市级成建
制医疗队中，赖晓东所在的重庆市第三批援鄂医疗
队（以下称重庆三队）是去武汉最早、回重庆最晚的
队伍，全程负责救治的都是重症患者。

9月9日，赖晓东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
说：“没有人生而英勇，只是因为选择了无畏，国家
有需要，我们就是白衣战士！”

在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的

紧要关头，2月2日，赖晓东义无反顾地带队踏上了
武汉的土地。那一天，是他45岁生日。

抵达武汉后，作为医疗队副领队的他，面对的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凝聚医疗队的合力。

重庆三队与其他队伍不一样，它由数十个单位
的医护人员组成。这些队员彼此陌生，其中不乏

“90后”，乃至“95后”。他用丰富的管理经验，在最
短的时间，把来自不同医院的队员“捏”成一块战斗
的“钢”。

“情况危急，流逝的每一分钟，可能就是一条生
命。”他主动跟对口支援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对

接情况，明确任务。在抵达武汉的当晚，他就协助领
队建立了临时党支部，并迅即围绕提高新冠肺炎重
症患者治愈率、降低病亡率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是武汉的重症定点医
院之一，重庆三队接管区域从最开始的一个病区20
张床增加到2个病区共80张床，并在48个小时内
全部满床，都是危重病例，工作压力陡增。

赖晓东既是指挥员，也是战斗员。他带领队伍
做好了打攻坚战、持久战的各种准备。在他的带动
下，队员们也“身兼数职”，既是医护人员，又是陪护
员、清洁工、搬运工、氧气工、水电工……大家齐心
协力，一手一脚把重症病区改造出来、把医疗制度
建立起来、把患者病情稳定下来。

在驰援武汉的57天里，重庆三队累计救治新
冠肺炎重症患者126人，实现了“病患救治打胜仗、
全体队员零感染、医疗服务零投诉”的目标。

重庆市第十三人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赖晓东——

45岁生日那天带队驰援武汉

□本报记者 李珩 实习生 王玉英

9月9日早上7点过，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急诊医学科副主任、门诊第四
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周发春已来到医院，“唯有加
倍努力工作，才不辜负总书记的希望，不负医者的
使命和担当！”

其实，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周发春曾与新冠肺
炎“贴身作战”，作为重庆市第八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以下简称医疗队）副领队，他面对的是119名新冠
肺炎患者，其中重症及危重症病人87人。他说：

“武汉人民以性命相托，我们必然全力以赴!”

2月13日,周发春随医疗队驰援武汉。医疗队
一共160人，来自重医附一院不同的科室，有过穿
脱防护服经历的仅几人。抵达武汉后，这支由国家
卫生健康委要求组建的医疗队，立即整建制接管武
汉市第一医院两个重症病区。

由于救治任务重，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医疗队
14日就要开始收治患者。紧急时刻，81名党员纷
纷请战，14日下午，由10名医生、15名护士组成的

“先锋队”率先进入病区。3个小时，病区便收治了
70名患者，所有病床全满。重医附一院医疗队也成
为支援武汉一院的10支医疗队中，首批进入隔离
病区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疗队。

2月21日，81岁的吴婆婆病情变化，血氧饱和
度下降，情况十分危急！只有实施气管插管有创机
械通气，才能向死神抢时间。然而，医院的重症监
护室已经没有病床了。

“马上建立临时ICU，准备插管救治!”周发春当
机立断。经过众人努力，吴婆婆的气管插管有创机械
通气顺利实施，血氧饱和度很快升至98%，各项生命
体征逐渐平稳。“没有突然发生的病情变化，只有病情
变化的突然发现。”周发春提出“五个及时”（观察及
时、检查及时、预警及时、处理及时、调整方案及时），
带领医疗队在死神面前抢救回一条条宝贵的生命。

除了负责医疗队接管的重症病区救治任务，周
发春还担任国家医疗救治重症巡查专家组成员、武
汉市第一医院新冠肺炎救治联合专家组副组长。
他把每一次巡查了解到的情况、相关经验和教训，
都及时与医疗队队员分享。

3月29日，作为重庆市最后一批离汉的两个医
疗队之一，重庆市第八批支援湖北医疗队一个不少
平安返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急诊医学科副主任、
门诊第四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周发春——

“武汉人民以性命相托，我们必然全力以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