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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武汉3月8日电 （记者胡浩 赵文
君） 今天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向奋战在疫情
防控第一线的广大妇女同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
和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

在视频连线女医务人员、公安干警、疾控人
员、社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和志愿者等代表
时，孙春兰详细询问她们的身体和工作生活情
况，充分肯定了她们在疫情防控中的“半边天”

作用。她指出，在疫情防控进入决胜决战的关键
时期，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向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
线和各条战线的广大妇女同胞表示诚挚的慰问和
节日的问候，既是肯定和褒扬，更是激励和鞭
策。孙春兰说，职责面前无性别，广大妇女柔肩
担重任，危难显芳华。要继续发扬不畏艰苦、连
续作战的精神，坚定信念、慎终如始，为打赢湖
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贡献巾帼力量。希望大家
加强科学防护，注意保重身体，期待在战胜疫

情、摘下口罩的那一天，绽放出更加美丽的
笑容。

孙春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关爱疫
情防控第一线的妇女同胞，各级妇联组织要解决
她们在生活、家庭等方面的实际困难，舒缓心理压
力，让广大妇女同胞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
和温暖。

湖北省妇联、武汉市妇联为在鄂在汉抗疫一
线的妇女同胞赠送了慰问品。

中央指导组

为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贡献巾帼力量

本报武汉3月8日电 记者常理 董庆
森报道：8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在武汉举行
记者见面会，请6名疫情防控一线的巾帼奋
斗者与记者见面交流，她们中有医生、护士、
记者、清洁工，还有志愿者。

发布会上，武汉市肺科医院重症医学科
护士长钟小锋说：“ICU是生命的最后一道防
线，我们的工作就是在与‘死神’赛跑。60多
天来，我和我的团队奋战在抗疫一线，穿上这
身白大褂，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河北省支援湖北第一第二批医疗队队
长、呼吸与重症医学二科主任袁雅冬认为，面
对疫情产生恐惧心理，是可以理解的。毕竟
新冠肺炎是新发传染病，“但作为医护人员要
有勇气面对它。只有亲临现场深入病房，掌
握第一手临床资料，才能挽救生命。”袁雅
冬说。

湖北省妇联主席李述永说，昼夜奋战在
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和社区干部两个群体，
女性占比是最高的。目前，湖北省有2600多
名专职妇联干部、30多万名妇联执委全部下
沉一线，带领广大妇女姐妹投身到这场波澜
壮阔的抗疫大决战。

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廖君说，从去年12
月30日开始，她就一直战斗在抗击疫情报道
一线。“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我们新闻
工作者一直坚持用手中的笔和镜头为‘武
器’，向世界讲述战‘疫’的中国故事。”廖君说。

武汉市经开区环卫工人张春香与14名
同事被安排在协和医院西区做保洁。“每次进
病区前，都有医生反复检查我们的口罩、眼罩
和衣服等防护有没有做到位。尽管当时有思
想准备，但进病区工作后，心里还是挺害怕
的。但我想，全国各地都有人来帮我们，我们
肯定会好起来的。”张春香说。

杨雪是武汉市洪山区的一名“90后”青
年志愿者。疫情暴发以来，她在网上发起成
立“守护天使”志愿者车队，接送医护人员。
目前，“守护天使”志愿者车队共召集 69
人，日常跑车的有30辆。目前她与其他车队
成员整体加入“洪山青年突击队”，任务也从
接送上下班拓展到了募集医疗设备、运送物
资等。

“白衣天使在一线战斗，志愿者则贡献了
自己的力量。我们共同守护这座城市，陪伴
着它一步步变好。”杨雪说。

“这里功劳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娘子军’。”同
济医院光谷院区护心队队长、心内科主任汪道文
说。他所说的这支勇敢的“娘子军”，指的正是在华
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ICU病房里忙
碌的女医护人员。

2月28日上午9点30分，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
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的ICU病房，同济医院、华山医
院两个团队的医生开始为患者王强（化名）实施有
创呼吸机试脱机，在气管插管内给氧每分钟5升的
情况下，医生将ECMO管道撤出了王强的血管。他
成功脱离了ECMO支持，不久将转到普通病房。

在重症病房，给重症病人上 ECMO 难，撤
ECMO也难，这一过程中昼夜守护的医务人员更
辛苦。但50岁的王强病情好转，给医护工作者带
来了信心。

深夜，电话铃响起。“患者需要紧急气管插
管！”“好，马上到！”麻醉科主治医生钱巍熟练地穿
上隔离服，戴上护目镜，套了3层手套，罩上一个大
头罩赶赴现场。她慢慢俯下身，小心翼翼地摘掉患
者的无创呼吸罩，为病人插管。

实施气管插管要近距离直面病人呼吸道，危
险程度可想而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华中科
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完成气管插管近200例，无
一例失败。

2月9日，作为同济医院心内科CCU护理骨
干，管志敏来到光谷院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
成为定点医院后，中法新城院区和光谷院区分别
设立发热门诊及隔离病房，集中收治重症、危重症
患者。临床发现，20%的危重症患者存在心脏损
伤，ECMO对重症呼吸衰竭有效，但其他专科医护
人员没有接受过ECMO操作专业培训。

当时光谷院区重症ICU里，能熟练操作EC-
MO的专科护士只有管志敏一个人，因此，从机器
耗材准备、设备调试、预充、电源气源、吸引装置，
只能她一个人完成。最初几天，管志敏每天要在
ICU病房连续工作很长时间，空闲期间还要培训
其他护士。“王强上ECMO的第一个星期是最痛
苦的时候，电话随时响起，整晚不能睡觉。”管志敏
回忆说，直到医院派人过来，华山医院医疗队护士
也加入协作，ECMO病人的护理工作才顺利了

很多。
ECMO成功置管后有一项抗凝护理非常重要

的参考指标即ACT指标，必须保证在安全范围。
如果病人情况不稳定，需要1小时甚至半小时就要
复测一次。同济医院护理团队7人与复旦大学附
属华山医院医疗队6人轮流专班守护，紧急状况时
刻考验着他们。

一天晚上8点，刚刚交班后，值班护士陈红
听到仪器报警。正常运转的机器突然流量很低，
偏离正常值。“不能慌，想一想哪里出错了。”她让
自己冷静下来，一边排查管路，一边呼叫医生。在
所有外界因素排查后，仪器仍旧报警提示。陈红
立即按规范采取应急措施。医院护心小分队紧急
赶到病房，排查后及时调整管路位置，机器恢复
正常运转。

每一名危重症病人的好转，都凝聚着她们难
以言说的艰辛；每一个重症病人的恢复，都寄托着
她们最深厚的祝福。娘子军们在与病魔一次次凶
险的战斗中，筑起了一道道坚固的防线，为危重症
患者带来了生的希望。

ICU里奋战的“红色娘子军”
——来自战“疫”一线的纪实报道
本报记者 柳 洁 通讯员 童 萱

春耕时节，各地派出科技特派员为农民提供
现场指导，探索线上科技服务，有力保障了春播春
管顺利开展。

黑龙江：在线直播培训农民

本报讯 记者马维维报道：“农民朋友们，今
天的主题是科学合理地配方施肥，以及如何防治
病虫草害……”每天晚上8点，黑龙江省孙吴县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站长、高级农艺师李霞都准时打
开快手直播间。受疫情影响，今年的备耕季，她从
2月1日起开通了直播间讲授农业生产技术，现在
已经有上万人次听课。

这样的“网红”在黑龙江还有很多。据黑龙江
省农业农村厅负责人介绍，为适应疫情防控需要，
黑龙江组织了大豆、水稻、玉米、食用菌、奶牛、生
猪等16个产业技术协同创新推广体系，邀请17名
首席专家和480名科研推广专家，通过微信、视频
讲解、APP直播、电视栏目讲座等方式，开展互联

网+农技推广培训，为农民备耕提供技术指导和全
程服务。他们计划到3月底完成农民培训150万
人次。

内蒙古:粮食播种面积稳定

本报讯 记者陈力报道：3月1日，内蒙古自
治区巴彦淖尔市河套灌区春小麦在杭锦后旗和平
村开播，拉开了全区春播生产的序幕。冯玉龙是
杭锦后旗和平村的种植大户，家里种了70多亩耕
地。今年，在科技人员的指导下，他把小麦与葵花
进行套种，播种时间比去年提前了将近一周。

“为防止土地潮塌，科技人员下到田间地头细
心指导农业生产。”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农业推广
中心研究员李杰说。巴彦淖尔市春播面积在1120
万亩左右，其中小麦种植面积预计在150万亩，比
去年多42万亩。

为全面推进春耕生产，内蒙古保障种子、化肥、
农药等农资供应，组织科技人员开展线上指导。受

政策利好影响，预计全区农作物总播面积和粮食播
种面积分别稳定在1.3亿亩和1亿亩左右。

甘肃瓜州：农技人员上门服务

本报讯 记者李琛奇、通讯员朱丹丹 石金
峰报道：日前，甘肃瓜州县广至藏族乡邀请县农技
人员对全乡温室种植、枸杞修剪进行现场技术指
导，同时利用微信群为农户进行线上指导，确保了
技术服务不掉队。

在瓜州县广至藏族乡卓园村的日光温室里，
农技人员正在指导田间管理。种植户曹彦平说：

“县农技人员到棚上给我们讲解种植技术。这让
我们丰收的信心更足了。”

“我们合作社今年签订了84棚温室巴西蜜瓜
种植合同，县里的农技人员针对瓜苗栽植前的消
毒灭菌、起垄覆膜等环节进行了指导，我对蜜瓜丰
产更有把握了。”瓜州县广绿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联合社副理事长张文广说。

3月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就关心关爱疫情
防控一线人员等情况进行了介绍。除武汉外，各地无本土新增
病例。除湖北以外，其他省份新增确诊病例3例，均为境外输入
病例，首次无本土新增确诊病例。湖北除武汉以外所有地市连
续3日无新增确诊病例。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
副司长米锋介绍，随着国际疫情形势发展，输入我国病例不断出
现，疫情防控仍然面临不小的风险和压力。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在会上介绍，从
除夕之夜第一批医疗队抵达武汉，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346支医
疗队抵达武汉和湖北，总数达4.26万人，其中女性医务人员2.8万
人，占整个医疗队的三分之二。国家积极用各种方式关爱一线女
性，尽可能满足她们的个人用品、特殊物品等需求。此外，在当地
政府的全力支持下，还为她们提供了安全舒适的住宿环境，并专
门安排车辆保障通勤，确保她们在工作之后安全回驻地休息。

全国妇联宣传部部长刘亚玫表示，全国妇联动员社会力量紧
急筹措了2.1亿元物资和资金驰援一线医务人员。期间，为女性
医务人员紧急筹集了必要的生理生活用品，协调推动把女性生理
卫生用品纳入到防疫保障用品清单，帮她们解决实际困难。考虑
到湖北省天气阴冷，专门筹集了紫外线消毒干衣盒。

针对医疗队是否轮换的问题，郭燕红表示，医疗队的轮换休
整采取了多种方式，一是安排接续医疗队接替部分医疗队的工
作，使她们整建制地轮替休整。目前已安排了在武汉的56支医
疗队和黄冈的2支医疗队轮休。二是对重症救治医疗队采取增
加医疗队人员的办法，新老搭配延长排班节奏，缩短每个班次的
工作时间。三是结合实际情况，采取更加灵活的排班方式，按照
劳逸结合的原则，延长休息时间，保证医疗队员有充沛的精力投
入到对患者的救治工作当中。

针对发放补助是否合规正常发放等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
人事司副司长段勇表示，一线医务人员在轮休和隔离期间，都按
出勤来对待，原来正常发放的基本工资、岗位津贴（卫生防疫津
贴）、绩效工资，都继续正常发放。

段勇介绍，陕西安康中心医院违规发放临时性工作补助，陕
西卫生健康委调查核实了相关情况，对相关人员也进行了处
理。为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国家卫生健康委正会同人社部、
财政部，出台政策文件，进一步明确一线医务人员的范围。一线
医务人员范围的确定以是否直接接触疑似患者、确诊患者为依
据，以实际参加现场处置、患者救助的工作情况为依据。对于违
规发放、虚报冒领的，必须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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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办在武汉举行记者见面会

一线巾帼奋斗者守护生命防线

科技助农增信心
——全国各地加强农技指导助力春耕备耕

3月5日，江苏省兴化市千垛景区农民划船去田间劳作。随着气温回升，当地农民抢抓时
机忙春耕备播，一派繁忙景象。 汤德宏摄（中经视觉）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海泉报道：当地时
间3月7日，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
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会见世界卫生组
织总干事谭德塞，通报中国政府决定向世卫组
织捐款2000万美元，支持世卫组织开展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
应对疫情能力，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陈旭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抗击疫情
采取了果断有效措施，全国疫情防控积极向
好态势稳步发展，这不仅是对本国人民生命
健康的保护，也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作出了

重要贡献。中方愿以实际行动参与疫情防控
国际合作，支持世卫组织继续发挥专业优势
和协调作用，特别是帮助公共卫生体系薄弱
的发展中国家有效应对疫情。病毒没有国
界，中方将继续与世卫组织及各方一道，同舟
共济，全力战胜疫情。

谭德塞感谢并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在全球
疫情应对关键时刻克服自身巨大困难，向其
他发展中国家慷慨解囊及时伸出援手，表示
将同中方继续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国际疫情
防控合作不断取得实质进展。

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中国向世卫组织捐款2000万美元

本报北京3月8日讯 记者吴佳佳报道：在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
向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和各条战线的广大妇女
同胞表示诚挚的慰问，向全国各族各界妇女同胞
致以节日的问候。全国妇联8日向广大妇女发出
倡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坚定必胜信念，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
阻击战贡献巾帼力量。

倡议说，在这个非同寻常的节日里，全国妇联
号召广大妇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坚定必胜信念，保持昂扬斗志，做好科
学防护，持续健康投入战胜疫情斗争，在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各条战线拼搏奉献，奋力书写属
于新时代中国女性的荣光。

倡议指出，要牢记嘱托、接续奋战，为打赢疫

情防控人民战争贡献巾帼力量。广大女医务工作
者要不负总书记期望，再接再厉，为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健康拼力奋战。广大女党员、女干部、女公安
民警、女社区工作者、女新闻工作者以及各行各业
妇女要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在各条战线彰显巾帼
担当。广大巾帼志愿者和妇女群众要从自己做
起，从家庭做起，以实际行动守护家庭社区，筑起
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严密防线。

倡议指出，要一如既往、携手并肩，在防疫抗
疫中发挥独特作用。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好
地关心关爱抗疫一线女医务人员和各条战线的妇
女姐妹，大力宣传防疫抗疫一线的巾帼典型，关爱
妇女儿童特殊群体，帮助她们排忧解难，做好妇女
和家庭的心理健康服务，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
式，共建共享美好生活。

倡议说，要只争朝夕、奋力拼搏，为坚决夺取
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发挥半
边天作用。响应总书记号召，弘扬“四自”精神，积
极投入复工复产复耕，在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在创
业创新的大舞台，在服务民生、社会治理的最基
层，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努力学习新知识、
掌握新技能，争当最美巾帼奋斗者，为实现今年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为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
奏响新时代巾帼奋进凯歌。

倡议强调，各级妇联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引领广大妇女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伟大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再创佳绩！

全国妇联倡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履职尽责 在各条战线彰显巾帼担当

本报北京3月8日讯 记者吴佳佳报道：全国
妇联、中国女医师协会8日发出倡议，号召奋战在
疫情防控第一线的女医务工作者坚定必胜信念，
保持昂扬斗志，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贡献智慧和力量。

倡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大
女医务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响应党的
号召，义无反顾冲上疫情防控第一线，同时间

赛跑，与病魔较量，顽强拼搏、日夜奋战，充
分展现了救死扶伤、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不
愧为舍生忘死、为国为民的巾帼英雄。希望广
大女医务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做好科学防护，保持身心健康，以旺盛的精
力、健康的体魄，持续投入战胜疫情的斗争，
发挥火线上的中流砥柱作用，全力以赴救治病
患，在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

亡率中发挥专业优势，打好武汉保卫战、湖北
保卫战。

倡议指出，作为广大妇女姐妹的“娘家”，全国
妇联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持续做好关心关爱抗疫一线女医务人员的工
作，为抗疫一线医务人员家庭提供更温暖更贴心
的保障服务；加强优秀典型表彰，推动全社会尊医
重卫，关心爱护医务人员。

全国妇联、中国女医师协会倡议

坚定必胜信念 激扬战“疫”巾帼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