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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抗击非典精神

捍卫人民生命安全
本报记者

吴佳佳

上图上图 20032003 年年 66 月月 2424

日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

科重症监护病房的医护人科重症监护病房的医护人

员听到世卫组织对北京员听到世卫组织对北京““双双

解除解除””的消息后的消息后，，露出胜利露出胜利

的笑容的笑容。。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呈选王呈选摄摄

底图底图 20202020 年年 33 月月 1717

日拍摄的北京小汤山医院日拍摄的北京小汤山医院

局部局部。。非典疫情期间非典疫情期间，，北京北京

市紧急建成小汤山医院市紧急建成小汤山医院，，作作

为非典定点医院为非典定点医院。。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鞠焕宗摄摄

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本报记者 吴佳佳

“手持科学的武器与病魔展开生死较量，是一

名感染内科医生责无旁贷的使命。”北京协和医院

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在援鄂工作札记中这样写道。

作为一名“抗疫”老兵，李太生跟传染病打了

38 年交道。2003 年，李太生作为专家奋战在抗击

非典一线。2020 年，他又作为北京协和医院第二

批援鄂医疗队队长在武汉鏖战 81 天。“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我是有底气的，因为当年我参加过抗击非

典战斗，积累了不少经验。”他说。

2003 年 3 月 17 日，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例非典

病人，就是李太生诊断的。为了准确诊断非典病

人，北京协和医院当时组建了“非典筛查诊断专

家组”。若有疑似病人，必须经 3 位以上专家会

诊 。 在 决 定 “ 是 留 还 是 放 ” 时 ， 要 讨 论 很 长 时

间，精神压力常人难以想象。当时专家组成员之

一的王仲，无论如何也忘不了时任感染内科副主

任李太生失声痛哭的场景。“有一天晚上，李太生

从医院回来和我说，医院要是有人被感染了，就

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现在被当作专家，就要对全

院负责。不是需要尽力，而是要拼尽全力！”王

仲说。

“新冠肺炎肺炎确诊有核酸检测，当年非典没

有检测试剂，只能临床诊断。”李太生说。与正常

人相比，急性期非典病人的 T 淋巴细胞数量显著减

少，这一变化甚至早于胸片所提示的明显影像学改

变。据此，李太生提出通过 T 细胞亚群的改变来早

期诊断非典，这是一种新型诊断手段。

有了李太生对非典发病机理的准确把握，专

家组编写了北京协和医院非典诊疗指南，治疗的

核心就是使用激素。“协和使用激素的原则是：早

期、短程、小量。如无激素使用禁忌症，确诊病

人每天用甲强龙 40 毫克，时间不超过一个星期，

防止病情加重。”李太生说。让他颇为欣慰的是，

协和收治的全部非典病人中，没有一例发生股骨

头坏死。

从抗击非典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李太生颇有

感慨：“我是国家培养的大学生，国家需要我时，我

绝不能躲在后方。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18 年前的那个春天，一种被称作“非典型肺

炎”的新发传染病来势汹汹。在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一场同心战疫的人民战争就此打响。从白衣

为甲、逆行出征的医务人员到无私奉献、友爱互

助的志愿者，从临危受命、紧急攻关的科研人员

到无惧劳苦、坚守岗位的社区工作者⋯⋯处处是

冲锋陷阵的身影，时时有默默付出的真情。这其

中展现出来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

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伟大抗击非典

精神，鼓舞着全国人民筑起阻击疫情的钢铁长城。

万众一心 共筑“长城”

2003 年伊始，非典疫情不期而至。高热、咳

嗽、呼吸困难，这种“非典型肺炎”前所未有的

传染性、蔓延速度和危害程度超出人们想象。当

年 2 月中下旬，疫情在广东局部地区流行；3 月上

旬，在华北地区传播和蔓延；4 月中下旬，波及全

国 2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确诊数字不断攀

升，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

胁，旅游、餐饮等行业遭遇极度“严寒”，担忧恐

慌情绪在部分群众中蔓延。

“一定要切实把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放在第一位。”2003 年 4 月 17 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对抗击非典斗争提

出总体要求：沉着应对、措施果断，依靠科学、

有效防治，加强合作、完善机制；提出切断非典

传播途径的科学策略——早发现、早报告、早隔

离、早治疗。

成立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设立总额

20 亿元的非典型肺炎防治基金、决定“五一”暂

不实行长假、专题部署农村防治工作、将非典纳

入法定传染病⋯⋯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重大

举措，推动全国防治工作科学有序深入展开，一

张 治 疗 、 预 防 和 控 制 非 典 的 网 络 在 全 国 迅 速

张开。

中小学停课、高校封闭式管理、公共场合定

期消毒、疫情场所整体隔离⋯⋯紧要关头，北京

建立了严密的疫情监测体系和防治网络。上海迅

速启动公共卫生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广

东 8000 多万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从城市到乡

村，从机关到企业，从社区到学校，从地方到部

队，全国上下紧急行动，形成了严密有序的群防

群控、联防联控体系。

和衷共济，八方支援。北京抗击非典斗争进

入攻坚阶段，全军 1200 名医护人员驰援北京；兄

弟省区市紧急调配大批防治非典物资，源源不断

运往首都；周边地区纷纷打通绿色通道，保障北

京物资供应；全国各地迅速调集血浆，保证首都

抗击非典斗争的急需。与此同时，党和政府将关

注的目光放在广大农村特别是经济困难的人民群

众身上，采取各种切实可行的措施，千方百计阻

止非典向农村扩散。

和衷共济 攻坚克难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有一位科学家冲

在防治一线。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钟

南山临危受命，担任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

专家指导小组组长。他不顾生命危险，精心制定

治疗方案，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坚持以事实为依

据，否定了“衣原体是病因”的观点，最终证实

非典是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传染病。这一

结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确认，从而为及时制定

救治方案提供了科学依据。

不仅仅是钟南山，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无数

医护人员、科研人员挺身而出。“这里危险，让我

来。”第一批“扫雷者”、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感染

科党支部书记邓练贤以生命托起生命，倒在了抗击

非典的一线；“选择了从医，就选择了奉献。”北京大

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丁秀兰以身殉职，用生命实践

了自己的誓言；因抢救患者染病的原解放军 302 医

院 74 岁老专家姜素椿执意注入非典患者康复期的

血清，“为防治非典闯条路”；面对非典患者，广东省

中医院护士长叶欣尽量包揽对急危重非典病人的

检查、抢救、治疗、护理工作，最后不幸染病牺牲；武

警北京总队医院主任医师李晓红在身染非典危重

之际，仍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誓要为战胜疫情尽

最后之力⋯⋯

处处真情涌动，全国团结一心。危难时刻，所

有中华儿女义无反顾投身于抗击非典的战斗中。

中国科学院和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研人员争分夺

秒，36 小时完成非典病毒的基因测序，16 天开发出

新一代红外测温仪；住总、建工等六大建设集团紧

急受命，七天七夜在一片荒草地上建成可容纳 1000

张病床的全国最大专科传染病医院——小汤山医

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志愿者驰援北京疾控中心接

听热线，每部电话单日非典咨询呼叫高达 8000 次；

山东青岛市民排起长队献血支援北京，创当地血站

建站以来采血数量新纪录⋯⋯

原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回忆，那时，在北京

首个隔离区——北大人民医院隔离带外的树上，

挂满了大大小小的中国结、黄丝带、千纸鹤和心

形卡片，写满了市民关心鼓劲的话语。“一旦有了

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和支持，再大的难关也能攻

克！”高强为此感慨万千。

2003 年 6 月 24 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

最后一个疫区——北京的非典型肺炎疫情明显缓

和，已符合世卫组织有关标准，因此解除旅行警

告，同时将北京从疫区名单中排除。以此为标

志，中国抗击非典的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胜

利。从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成立到世界卫

生组织宣布“双解除”，仅仅用了两个月时间。蔓

延 20 多个省区市的非典被成功遏制！

赓续精神 砥砺前行

抗击非典的胜利，充分显示出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抗击非典的伟大精神，也在

此后为中华民族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提供持续不断

的力量。

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参照当年“北京小汤山”模式，武汉火速建成火

神山、雷神山医院，“中国奇迹”再次震惊世界。

“抗击非典中建立的联防联控、信息公开、中西医

结合、‘四早’策略等一系列实践不仅为我国公共

卫生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更在 2020 年的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中得到重大创新发展。”国家卫健委高

级别专家组成员曾光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国 4.2 万多名医护人

员逆行出征，驰援湖北一线。这其中，1.2 万多人是

“90 后”“00 后”。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他们有一

句话令人感动：“2003 年非典的时候，你们保护了我

们，今天轮到我们来保护你们了⋯⋯”事实证明，这

些“90 后”“00 后”已经接过前辈的班，在国家、人民

面临危难之时蜕变成长，绽放出绚丽的光芒。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不少参与过小汤山医院救

治工作的医护人员再次主动请缨，毅然奔赴武汉。

“国有疫情危难时，医生即战士。宁负自己，不负人

民！”这是 17 年前，张伯礼在抗击非典时立下的铮

铮誓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这位 70 多岁的“医

界老兵”又一次兑现了承诺，在武汉奋战 81 天。“为

了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我们可以不惜一切

代价。”17 年后，84 岁的钟南山代表无数再次出战

的白衣天使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对生命的敬畏、

尊重和维护。

抗击非典的伟大斗争，像一座熔炉，进一步丰

富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跨越时空，牢牢

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心中，积聚起生生不息的奋进

力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上，引领我们披荆斩棘，赢得一个个新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