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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战在一线的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急诊科医护团队。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主
任魏捷。

田丹 摄

“毛毛，你还好吧？”
“我挺好的，您怎么样？”
“我挺好的，你忙你的吧！”
挂掉80多岁母亲打来的电

话，年过六旬的“毛毛”已是泪
盈眼眶。一转身，她擦干眼泪，
又投入紧张的急诊救治中。

她就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急
诊科主任、重症医学科主任魏
捷。连日来，她带领的急诊团队
夜以继日奋战在抗击疫情的第一
线，与病魔进行殊死搏斗。

从“前线”到“火线”

“白天抢救室 20个危重患
者，日间留观4人，上呼吸机6
人次。病人直接排到门诊大厅门
口了，最后担架车没了，监护仪
没了，氧气坛子没了，输液架没
了，插线板也没了……晚上7点
走时，留给夜班16个病人，4
个上着呼吸机，还有4个可能要
上无创呼吸机。今晚又是一场恶
战！”

这是急诊医生胡念丹 1月
29日随手记下的一段文字，也
是近期急诊团队的工作常态。

急诊科，在任何一家医院都
是“前线”。但是，自疫情暴发
以来，魏捷和党员骨干杜贤进、
田丹、丁瑜、万曦等人组成的急
诊团队，从“前线”直接冲到了

“火线”。这一次疫情，让从事急
诊工作37年、重症医学工作10
年的魏捷始料未及。

“以往急诊科也有就诊高峰
期，但现在一天24小时中22小
时都是高峰，每天好几百号病人
就诊，别说吃饭、喝水了，上厕
所都很困难。忙到半夜两点喘口
气后，凌晨4点又要开始新一天
的工作。”

更严重的是，每一个急救病
人，都可能是潜在的传染源。这
给见惯生死的急诊科团队，带来
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每年除夕，我们都会在科
室度过，会贴窗花，裱福字，
挂灯笼。而今年，抬头，是看
不到头的待诊病人；低头，是
探不到边的压力和惶恐。”这是
除夕夜魏捷在朋友圈记录下的一
段话。

“除了要勇敢，更要
有智慧”

在父母眼中，魏捷永远是那
个需要呵护的“毛毛”。但在急
诊团队中，她却是永远站在第一
线的“急先锋”和“铁榔头”，
面对重压，从不退缩。

（下转第二版）

““说了会赢说了会赢，，就一定赢就一定赢！！””
——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魏捷团队

本报记者 程墨 通讯员 杜巍巍 杨岑

本报讯 （记者 禹跃昆） 近
日，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全力支持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财政部办公厅会同教
育部办公厅，就做好学校疫情防
控经费保障工作发出通知。通知
指出，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积极
主动与教育部门沟通协商，密切
关注疫情对学校教育教学和学习
生活成本等的影响，及时研究制定
学校疫情防控经费保障政策措施，
支持学校确保不因资金问题而影响
疫情防控。

通知指出，地方各级财政、教
育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度重视学
校疫情防控工作，切实增强做好学
校疫情防控工作的政治责任感、使
命感和紧迫感，全力做好学校疫情
防控经费保障工作。

通知强调，地方各级财政、教
育部门要统筹安排上级教育转移支
付和自有财力，进一步优化教育支
出结构，加大对疫情防控重点地区
学校的支持力度，提升学校防控能
力，保障学校正常运转。中央财政
已提前下达的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
金、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公用
经费补助部分）、改善普通高中学
校办学条件补助资金、现代职业教
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支持地方高
校改革发展资金等教育转移支付资
金，由地方财政、教育部门及学校
根据相关资金管理办法和学校疫情
防控需要，安排用于学校疫情防控
物资、设备采购等支出。省级财政
部门在分配下达2020年中央和省
级相关教育转移支付时，要向疫情
防控重点市县倾斜。

通知强调，各地财政部门要有序规范组织资金调度，按
照“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则，加快资金拨付使用，确
保学校疫情防控资金及时到位，并会同教育部门强化资金使
用监管。要按照《关于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的通知》（财办
库〔2020〕23号）要求，建立采购“绿色通道”，根据学校
疫情防控需要提高采购时效，保证采购质量。

通知要求，地方各级教育部门要指导学校结合实际研究
制定疫情防控工作经费保障方案，研判资金需求，细化经费
保障措施，统筹用好财政资金、学校自有资金和社会捐赠等
各渠道资金，确保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

通知要求，各级财政、教育部门要及时跟踪有关财政经
费保障政策的落实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省级财
政、教育部门要密切关注疫情发展态势，分析研判延期开学
对各级各类学校学生返校、教育教学、学生资助政策落实等
工作的影响，及时制定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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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蒋亦
丰）记者日前从浙江省教育
厅获悉，自疫情发生以来，
浙江全面了解师生行动轨
迹、身体情况，做到底数
清、情况明、预案细、动态
查。截至目前，全省教育系
统共摸排近1066万人，其
中涉及疫情重点省市师生超
过20万人。

为应对疫情，浙江教育
系统层层压实责任。省教育
厅防控领导小组率先垂范，
春节期间未休一天假，全程
值守、指挥部署。各地各高
校主要领导全部在岗在位，
各级各类学校履行防控工作
主体责任。中小学（幼儿园）
和没有留校学生的高校一律
实行校园全封闭管理，其他
高校严禁校外人员进出校
园，对假期留校的外国留学
生也同样严格、同等对待。

浙江推行疫情防控属地
管理机制，要求全省高校主
动与地方疫情防控部门对
接，主动把校园防控工作纳
入地方防控工作。各地教育

行政部门加强对属地高校的
统一协调和指挥，把高校纳
入网格化、地毯式、全覆盖
管控的范畴，并且在物资供
应上同步考虑、同步保障。

根据疫情发展形势，浙
江两次推迟大中小学（幼儿
园）开学时间，明确2月底
之前不开学。对寒假留校的
2万多名学生，组织学校认
真细致地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留校学生至今未发生一
例病情。

同时，浙江还创新防控
工作载体，通过“互联网+”
办法实现远程工作部署和工
作督查。利用全省各地各高
校互联互通的视联网会议系
统，分类分批连续召开6场
视频会，及时了解基层情况、
精准部署防控工作。针对减
少人员流动、减少人员接触
的防控工作要求，浙江采取
手机视频连线方式和校园监
控平台，实时实景检查各地
各高校的领导值班情况和校
园防控工作情况，实现了“掌
上办公”“掌上督查”。

浙江教育系统应对疫情
摸排人数逾千万

编者按
岁末年初，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突然袭
来。

疫情就是命令！为了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全国教育系统广泛动
员，无数师生特别是高校附
属医院医护人员走上一线，
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贡献力量。勇敢逆行的他
们，每天都在书写可歌可泣
的故事。

本报今日起开设“战疫
故事”栏目，记录奋战在防
疫抗疫战场上教育人的美丽
身影，敬请关注。

➡➡➡ 详见第三版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2
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中央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赴
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
所，考察疫情防控科研攻关，慰
问一线科研人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负责人汇报
了疫情防控科研进展，李克强对
他们夜以继日辛勤付出、开展攻
关予以肯定。他说，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应对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对疫情防控工作多次

作出部署，疫情防控工作正在有
力开展。要继续做好早发现、早
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进一步
加强对确诊患者的集中收治和对
疑似患者、发热病例、密切接触
者的集中隔离和观察，努力提高
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
病死率。抗击疫情既需要全民行
动，更需要科技支撑。要集中最
强科研力量，加强协同攻关，攻
克最急防治难题，科学精准抗击
疫情。

在电镜实验室，科研团队负
责人介绍了用于研究新冠肺炎药

物和疫苗的动物模型、病毒传播
途径研究等情况。李克强说，科
学防控很重要的是加快研究清楚
病毒传播途径，这样就能更有效
地开展群防群控，把宝贵的防控
资源用到该用的地方，发挥更大
效用。他叮嘱科研人员，对群众
关切的病毒传播途径等要及时发
出权威声音，以利科学防控。

在病原系统生物学重点实验
室，李克强详细了解抗病毒药物
筛选等情况。得知目前已筛选出
药物启动临床试验，并正在研制
满足不同临床需求的药物，李克

强说，有效药物是打赢这场阻击
战的重要制胜武器，是提高患者
治愈率、降低病死率的关键，抗
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和患者对此十
分期盼。医药等相关领域科研工
作者要与时间赛跑，集中各方
智慧，加强与临床合作，深入
研究治愈病例的治疗方案，全
力开展药品研发攻关。他叮嘱
随行有关同志，要对有效药物以
及疫苗研制加大财力物力人力等
各方面支持和保障。李克强强
调，药物和疫苗研制一定要尊重
科学、遵循规律，把安全性有效

性作为根本标准。有了有效药物，
就能给患者带来福音，给群众送上

“定心丸”。
李克强向为抗击疫情持续奋战

的一线科研人员表示感谢。他勉励
科研人员说，你们是关键岗位，要
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勇于探
索创新，为抗击疫情、保护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出更大贡
献。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同舟共
济、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刘鹤、肖捷陪同考察。

李克强赴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研攻关时强调

在有力防控的同时有效开展药物攻关
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想起了十七年前的那个春天

【高教周刊】

“皇甫书记，我暂时不开
学，我可以参与你们的疫情防
控工作吗？”春节期间，正当内
蒙古和林县羊群沟乡大湾村村
支部书记皇甫雄为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抽调人手发愁时，村里
的大学生郭鹏飞竟主动向他

“请战”。
郭鹏飞是内蒙古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大一学生，大年三十
起，他每天和村委会工作人员
一起在村口做入村登记、发放
宣传资料、广播防控知识等。

连日来，内蒙古多所高校
的学生，在家乡积极主动投身

到当地疫情防控工作中。他们
有的像郭鹏飞那样，第一时间
向村委会“请战”，有的积极响
应团委号召，加入当地青年志
愿者团队，按照当地疫情防控
指挥部安排，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防控工作。呼伦贝尔职业技
术学院、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北方职业技术学院的护
理、药品生产技术、食品营养
与检测、中医等专业多名学生
则发挥专业特长，申请来到疫
情防控一线，在高速收费入口
或入村入户为外来人员及村里
老年人做好体检工作。内蒙古

商贸职业学校学生高伟利用专业
特长，创新当地疫情防控手段。

“喂，喂，咋还聚在一起聊天
呢？别看了，这是咱们村的无人
机，赶紧各回各家哇！”听到这空
中飘来的喊话，正在路口聊天的
俩人迅速散开，看到其中一位跑得
急差点儿摔倒，无人机还不忘慢声
细语地提醒一声，“叔，往家走就
行，别急，慢点儿……”这一段
来自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左家营
村无人机“劝说”村民不要聚集
的视频在当地火了起来，也成为
当地提高村民防控意识最有效的
手段。 （下转第二版）

“我可以参与防控工作吗？”
——内蒙古大学生主动加入家乡防疫战

本报记者 郝文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