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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秦交锋 李劲峰 廖君

截至 12 日，国家卫健委共派出 189
支医疗队、21569名医护人员支援湖北省

的医疗救治工作。医疗队如何开展救

治，湖北特别是武汉医院的紧张局面是

否有所缓解？“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追

踪。

多地派医疗队已超千
人，携带不少医疗设备物资

针对湖北医疗资源紧缺的形势，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全国各地各部门在短

时间内，多批次调集医疗队员驰援。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全国已有 29个

省区市向湖北派出医疗队。其中，山东、江

苏、浙江、广东等地派出的医疗队员超过

1000人。截至11日，山东前后向湖北派出

9批 1385名医疗队员；截至 13日，江苏已

累计派出2492名。

针对湖北疫情防控医疗资源具体缺

口，各地派出的医疗队员除了急需的呼

吸科、感染科、重症医学科人员外，还涵

盖急诊科、心脏内科、神经内科、肾脏内

科等多个科室。为了对医院感染进行有

效预防与控制，多地派出的医疗队中包

括专门的院感防控人员。在福建省 11日

派出的对口支援宜昌首批医疗队中，还

有一支由相关专家组成的卫生防疫及心

理干预分队。

一些医疗队赶赴湖北的同时，还携带

了不少医疗物资、设备。浙江省第三批医

疗队 9 日赶赴湖北，随行携带呼吸机 40
台、除颤仪 4台、中心监护仪 4台、心电监

护仪 60 台、ECMO1 台，设施设备等物资

40余吨。

10日召开的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提出，协调部分省份继

续抽派医疗队支持武汉，加大对湖北省其

他地区的医务人员对口支援。据了解，13
日，又有新一批全国各地的21支重症患者

救治医疗队赴湖北开展援助工作，医务人

员共计3170名。

不少医疗队整建制接
管重症病区

记者采访多家定点医院发现，不少医

疗队整建制接管重症病区，救治危重症患

者。

中日友好医院医疗队 119人，整建制

组建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重症病区，承

担C6东病区50张床位。医疗队往返3000
公里，从北京运来并快速配备 ECMO、呼

吸机等设备，扩大当地重症患者收治能

力。山东医疗队第一个进驻尚未完工的黄

冈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开辟两个病区，紧

急建立各项病房工作流程、诊疗规范。

此外，还有一些医疗队与当地医疗资

源整合，一起开展救治。在武汉市新洲区

人民医院的重症救护室，每个班次都由青

海医疗队和区医院的医生、护士共同组

成。青海省医疗队队长、青海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孙斌说：“我们一起救治

病人，本地医生负责下医嘱、病案管理等，

医疗队负责查房、会诊、‘红区’操作等。”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外地医院除了派

出医疗队支援湖北，还利用网络在线诊疗

驰援。中日友好医院党委书记周军介绍，

医院发挥远程医疗优势，指导武汉等地新

冠肺炎重症诊疗，还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

患者复诊。

与此同时，记者了解到，医疗队整建

制接管病区，通常遇到两个具体问题：对

受援医院的系统、流程不熟悉，听不懂武

汉当地话。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20多名医护

人员在汉口医院呼吸科第六病区进行支援，

医疗队队长周宇麒说：“外地医生不熟悉汉

口医院的系统，办入院、出院等手续时效率

相对不高。前两天，来了一位80多岁的患

者，老人讲武汉话，声音大又着急，我们听不

明白。完成这些磨合需要一点时间。”

医疗队医护人员的工作强度很大。“我

们派来的很多专家医生，平常主要是问诊、

决断，但现在因为人手紧缺，问病史、写病

历、办出院、做患者心理辅导，事无巨细都

得干，像住院医生一样工作。”周宇麒说。

上海市第二批医疗队领队、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介

绍，目前医院紧缺护工、保洁、文员、保安，

一些医务人员每天还要承担清理病房、疏

通马桶等非医务类工作。

有的医疗队护目镜、面
屏等反复使用

记者采访多支医疗队发现，随着疫情

不断变化，新增患者数量增加，目前，各地

带来的医疗物资大量消耗，普遍出现供应

紧张的困难。

周宇麒说：“支援汉口医院的广东省医

疗队200多人，物资是内部统一调配，目前

已经消耗差不多了。现在物资供应改成配

给制，比如一个人进‘红区’一个班次，就只

发1个N95口罩。”

他介绍，目前医疗物资供应有三个渠

道：政府部门调配下拨到汉口医院，来一批

领一批；后续支援医疗队带的物资，不过已

经很紧缺；社会各方支援，有的捐赠直接寄

到了酒店驻地。

武汉客厅方舱医院目前有大约 1500
位病人，6支医疗队在进行支援，防护物资

由武汉市卫健委统一调配。“防护物资每天

给 700套，昨天实际用了 900多套，供应严

重不足。调配物资都是理论上计算的数，

方舱医院虽然是收治轻症患者，但也有重

症出现，应急人员频繁进出，额外增加了不

少防护物资需求。”武汉客厅方舱医院负责

人章军建说，医疗队也在使用随身携带的

防护物资，但杯水车薪。

据了解，有的医疗队物资紧缺，不得已

将使用过的护目镜、面屏等清洗消毒后反

复使用。有的医疗队为了节省物资消耗

量，把进入暴露区的医护人员数量，压缩到

能保障工作开展的最低数量。有的医护人

员穿着纸尿裤，由每班次 4小时延长工作

到8小时，以减少医用防护服的使用。

除了防护物资，救护一线的专业救治

设备也紧缺。孙斌介绍，当地政府、医院在

物资、设备等保障方面，都给予非常大支

持，但现在急需专业的无创呼吸机、呼吸机

管路以及高流量的温室化吸氧装置等。

据了解，按相关要求，新组建的医疗队

将根据队员数量携带10天的防护物资。

（新华社武汉2月13日电 参与记者：胡

喆、徐海波）

■新华社记者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联防联控机制12日发布通知，要求压实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做好农产品稳产保供

工作。记者了解到，连日来，相关部门和地

方围绕生产、流通、供应组织等，正全面加强

粮油、蔬菜、肉蛋奶等生活必需品保供。

抓生产

稳定生产是保障供应的前提。

这其中，新鲜蔬菜是重要农产品，也是

百姓生活必需。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

计全国冬春蔬菜在田面积8400多万亩，产

量约1.7亿吨，均比去年同期增加2%左右。

“预计2月份全国气温总体偏高，利于

蔬菜生长发育，且蔬菜生产逐步进入旺季，

产量将进一步增加。”农业农村部种植业司

副司长杨礼胜说，冬春蔬菜生产形势是好

的，供应量是充足的。

肉蛋奶也是“菜篮子”重要构成。受防

控疫情影响，一些地方的养殖场户停产停工、

调运受阻，一些地方畜牧业生产受到影响。

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出维护畜牧业正常

产销秩序的紧急通知，明确不得拦截仔畜

雏禽及种畜禽、饲料、畜产品运输车辆，不

得关闭屠宰场、封村断路，并建立热线电

话，点对点地督促各地纠正和解决。同时，

协调屠宰加工等企业尽快复工。

在粮油产品方面，中粮集团在疫情防

控期间“不停工、保生产、保供应”，并承诺

米面油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不涨、质量不

降、供应不断。中盐集团旗下除湖北省企

业外已全面开展生产。

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截至2月7
日，全国重点监测的粮食生产、加工企业复

工率达94.6%。

促流通

12日一早，洞庭湖之滨，湖南华容县

新河乡沙口村的蔬菜基地里，李克夫和十

多名乡邻忙着采收西兰花。

李克夫是华容县一家蔬菜专业合作社

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合作社现在每天可

采摘西兰花1万余公斤，装车后马上运往

长沙的物流园，再发往全国各地。

生活必需品保供，既要产得出，也要运

得走、供得上。

在交通物流方面，重庆为农产品开辟

“绿色通道”，确保蔬菜、生猪等“菜篮子”产

品出得了村、进得了城、入得了店。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的通知要

求，把粮油、蔬菜、肉蛋奶、水产品等农产品

纳入疫情防控期间生活必需品保障范围，

除必要的对司机快速体温检测外，对运输

车辆严格落实不停车、不检查、不收费等优

先便捷通行措施。

在供应组织方面，商务部建立百家大

型流通企业产销调运机制，各类商贸流通

企业助力生活必需品市场不脱销、不断

档。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还部署各地加强

市场监测，督促超市增加补货、补架频次，

及时投放储备蔬菜。

地方也在出实招。湖北襄阳提出“你

的菜篮子，我来帮你提”的服务理念，推出

蔬菜水果订单配送的“移动菜篮子”模式。

浙江建立全省生活保供类电商及快递企业

“白名单”，切实保障生活保供类电商及快

递企业正常运行。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月10日，商务

部重点联系的50个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

都在正常营业，20家大型连锁商超分布在

全国34个大中城市的7000多个门店，开业

比例超过92%。

“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总体

充足，品种丰富，价格基本平稳，后续还有

坚实的生产供应基础。”商务部市场运行司

副司长王斌说。

保重点

11日早7时10分，第一列运输中央储

备冻猪肉的列车抵达武汉吴家山火车站。

11时左右已运抵武汉中央储备库。同时，

第二批已从上海芦潮港站启运。预计

2000吨中央储备冻猪肉将于2月15日全部

运抵武汉。

生活必需品保供，首先要重点保障武

汉市、湖北省等疫情防控任务重的地区。

商务部市场建设司司长朱小良10日
介绍，商务部建立9省联保联供机制，1月
23日以来，重庆、广西等8省份累计向湖北

运送蔬菜6800多吨、食用油20多吨、速冻

和方便食品200多吨。近日，商务部指导

武汉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有序恢复农

贸市场经营、组织露天马路市场，满足消费

多样化、多层次需求。

随着节后人员返岗复工，大中城市对

“菜篮子”产品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商务部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商务主管

部门科学有效保障人口密集、返城人员集

中、疫情防控和保供压力大的重点城市生

活物资供给。保障重点包括大米、面粉、食

用油、肉类、鸡蛋、奶类、蔬菜、方便食品等

重要生活物资。

国家发改委经贸司副司长陈达介绍，

发改委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

了监测预警处置机制，增加生活物资市场供

给。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积极支

持生活必需品相关企业推进复工复产。

（记者陈炜伟、于文静、侯文坤、方列、

周楠、周勉、周文冲）

因为命运相连，所以心心相通；因为相

信团结协作的力量，所以守望相助。

“我们与你们同在。”近日，联合国、亚

洲青年理事会、上海合作组织青年委员会

等组织和一些国家青年组织的领导人纷纷

向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致信或发视频，为

中国政府和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加油打

气，表示要坚定地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日本前首相、日本友爱协会理事长鸠

山由纪夫发视频说：“在这场战斗中，中国

政府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行动非常迅速。

我对此表示高度赞赏。”

“我们同中国青年站在一起！中国以

及世界各地的青年都在行动。你们的行动

是信心的最佳来源，只有通过这样的努力，

我们才能战胜疫情。”联合国秘书长青年特

使贾亚特玛·维克拉马纳亚克近期专门致

信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对中国青年在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表现出来的责任感和行

动力给予高度赞赏，号召世界青年与中国

青年一起行动，共同战胜疫情。

亚洲青年理事会主席、柬埔寨国会议员

洪玛尼通过多个社交媒体力挺中国，他说：

“我对中国政府所做努力表示高度赞赏，并

对中国人民坚持不懈、团结一心抗击疫情表

示感谢。在这困难时刻，我们坚定支持中国

政府和人民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上海合作组织青年委员会轮值主席、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杰尼斯·克拉夫琴科

在视频里说：“我们对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

以及对国际合作的开放态度表示高度赞

扬。”上合组织国家青年平台多名外国青年

在自制宣传片中高呼：“武汉加油！中国加

油！我们与你们同在！”

本月10日，印度青年领袖联合会在印

度新德里举办了一场祈福活动，100多名印

度青年点燃传统油灯，为在新冠肺炎疫情

中失去生命的中国人默哀。联合国志愿人

员组织、西非经济共同体青年理事会、美国

青年政治领袖理事会、日本创价学会等青

年组织也纷纷向全国青联发来问候信，坚

定地表示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我们在英国密切关注着抗‘疫’形势的

发展，十分钦佩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奋战在一

线的医生、护士及志愿者们，我对他们的勇敢

表示赞赏。”英国议员、中英青年领导者圆桌

会英方牵头人安德鲁·格温在视频中如是说。

日本青年团协议会会长福永晃仁说：

“感谢中国政府为防止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所采取的及时有效的应对措施。”

各国青年用实际行动筹措防疫物资。

中俄青年创业孵化器交流项目的中俄团员

相互支持、高效协作，已从俄罗斯发回各类

防护用品。印度青年领袖联合会主席苏

万、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青年团副局长苏

艾、中国-东盟青年干部研修班菲律宾学员

雷易思等积极帮助中国地方组织和部门联

系接洽到防护口罩的生产和销售渠道。

为应对这一跨国公共卫生挑战，世界

各国正与中国团结协作、守望相助，为战胜

疫情加强国际合作。

德国篮球协会主席、德国青年体育联

合会前主席因格·维茨说：“德国和欧洲人

民支持你们，并将竭尽所能帮助你们。照

顾好自己，照顾好所有人。让我们一起努

力，为了全人类，共同攻克这一难关。”

日本青年会议所会长石田全史说，日

本青年会议所希望能为中国提供力所能及

的帮助。丝绸之路国际青年联盟主席阿伊

旦·阿里耶娃、阿根廷中国商会多位负责人

等也通过视频方式为中国打气加油，表示

愿尽已所能提供帮助。

“冬必为春，”日本创价学会全国青年

部长志贺昭靖强调，“这是创价学会一句非

常重要的话，意思就是只要抵过寒冬，就会

迎来暖春。”相信在共同战“疫”的征途上，

病魔终将被驱散，胜利的笑容会尽情绽放！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全国2万余名医疗人员驰援

能否尽快缓解湖北医院紧张局面？

守好百姓“菜篮子”“米袋子”
各部门和地方加强生活必需品保供

“我们与你们同在”
战“疫”时刻，全球青年组织领导人力挺中国

2月12日，驰援武汉的医疗队队员在沈阳桃仙机场宣誓。 □新华社记者 杨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