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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①)
为确保饮水安全，市水利局成立了市级

农村水质检测中心，在7个县市单独成立了
县级农村饮水水质检测中心，印发《全市千
吨万人规模水厂水质保障行政、技术、安全
责任人名单的通知》，对全市所有集中供水
工程责任人，分级由市、县、乡镇备案，实行
上墙公示；全市1176 座各类水库完成“退
养”，实行“人放天养”的生态养殖，划定了水
库水源保护区；对全市新建的千吨万人规模

水厂，按照10元每人每年的标准建立财政
补贴县级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基金，专项
用于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维修和养护。

2019年，市水利局采取“四不两直”的
方式，对全市脱贫攻坚饮水安全进行了 2
轮入户核查，组织12个核查组对全市所有
千吨万人规模水厂、30%的 200 吨以上工
程、10%的200吨以下工程进行了全面现场
核查。今年，该局又组织7个组，对照饮水
安全标准，核查了全市26个乡镇贫困人口

的饮水安全情况。
2020 年，市水利局印发《邵阳市农村

饮水安全全覆盖暨巩固提升工程实施方
案》，继续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工程
120 处，巩固和新增自来水人口 13.89 万
人，确保饮水安全突出问题全面动态清零。
6月，我市出台《关于进一步明确全市农村
供水工程安全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逐级
压实责任，全面提升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
平，让老百姓喝上放心水。

(上接1版②)
同时，该县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整治

办针对县城区交通秩序乱象，从县整治
办、交警大队、城管局、交通局抽调 158
人，分 3 个组，在县城区开展为期一周的
集中整治行动，共查处违章违法行为
7637 起。整治效果明显，营造了平安畅通

的道路交通环境。
发现问题及时交办。针对日常督查和

上级暗访发现的问题，该县交通问题顽瘴
痼疾整治办及时通知提醒，并跟踪督查落
实。截至目前，对各相关单位转发上级交办
单20份，下发通知23份，下发交办通知49
份，下发提醒函4份，真正做到了交办问题

不过夜，整治隐患能及时的效果。
安全形势稳中向好。集中整治以来，该

县发生的交通事故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均
有较大幅度减少。没有发生重大和较大道
路交通事故，简易程序事故和一般程序交
通事故同比分别下降29%和27%。

(上接1版③) 剧作以扶贫日记的形式，采
用“6+2”即序言+6个故事+尾声的结构模
式，通过序曲《浏阳河》、第1幕《风起十八
洞》、第2幕《奋斗》、第3幕《夜空中最亮的
星》、第 4 幕《一步千年》、第 5 幕《幸福山
歌》、第6幕《大地赤子》、尾声《在灿烂阳光

下》，全面、立体、真实地展现精准扶贫的重
大成效、先进典型和伟大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打破了常规艺术
表现手法，运用集成式、创新式的表现形
式，打造了歌、舞、音乐等多种舞台形式的
集合体。以经典音乐为牵引，充分展现湘西

少数民族风情。注重现代科技的运用，为观
众带来互动式、沉浸式体验。

除9月的3场演出外，《大地颂歌》还将
于10月17日在长沙演出1场，11月上旬在
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2场。售票通道将于
近期在大麦官方平台上线。

肺部毛玻璃样阴影、长长的就诊队
伍、超员的病房……2020 年初，面对突如
其来的疫情，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挺身而
出，逆风驰援武汉。

“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知道你为
了谁。”

在重症监护室、在病毒肆虐时，每一
件防护服上都有一个不朽的名字，每个名
字都一笔一划地承载着医者的担当、患者
的希望。

逆风执甲，“到病人床边去”

1月23日，武汉“封城”。
同一天，北京协和医院党委发出致全

体党员的公开信，短短 18 小时内，全院
3306名同志报名请战。

第一时间选派呼吸、感染、重症专业精
兵强将奔赴湖北，48小时内完成重症病房
改造，整建制接管重症病房……一个个驰
援瞬间，展现出“风暴眼”中的“协和速度”。

疫情如火，却挡不住迎难而上的北京
协和医院医疗队员们。

面对未知病毒，如何群策群力、拧成
一股绳？医疗队组建前线核心组，每晚8点
召开工作例会，针对临床问题，不断优化
调整诊疗策略。

面对复杂病情，如何保证救治规范化
制度化？医疗队因地制宜建立起40多项规
章制度，强调“到病人床边去”。

面对重症患者，如何保证个体施治有
效性？医疗队采用多学科协作、全方位个
性化的治疗方案，形成“一人一策”。

告别家人，转身逆行，一个个平凡的身
影挺身而出，开启了以生命赴使命的征程。

出征前，有母亲一夜没睡，凌晨3点就
开始蒸馒头为即将上前线的儿子送行；

有人自始至终都没告诉父母，母亲从
电视上看到新闻，哭着打电话过来；

有人向三岁半的儿子解释，自己是去
一个叫武汉的地方“打怪兽”……

穿上厚重的防护服，戴上口罩、面罩
和3层医用手套……白衣战士们脸上留下
的口罩勒痕，是逆行战“疫”的勋章。

拼尽全力，不放弃任何可能的希望

这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援鄂抗
疫医疗队接管的病房里出现紧急情况：患
者徐伯伯入院时病情危重，虽经全力救
治，但病情仍然不见好转。专家组会诊后
决定尽快进行气管插管，有创呼吸机辅助
通气治疗。

刚下夜班的麻醉师姜华，接到医院电
话，立刻乘车返回病房。病房里，北京大学
人民医院创伤救治中心副主任朱凤雪带
领医护人员认真梳理流程，评估风险点，
并做了相应的周密准备。

一切准备就绪，患者气道开放。避开
涌出的大量口腔分泌物，姜华娴熟地用喉
镜挑起会厌、拔出导芯、放置牙垫、气囊充

气，2分钟内一气呵成。固定好气管导管、
接上呼吸机、调整好参数，患者各项指标
随之出现了改善。

重症患者救治是生死搏击的攻坚战，
场场都是硬仗。

3 月 3 日晚，一位 47 岁的患者突然病
危，呼吸心跳骤停！原来，这位患者同时患
有严重糖尿病，因为糖尿病坏疽发生足趾
坏死脱落，多个器官存在潜在性破坏。

十万火急之时，在北京医院外科ICU
副主任常志刚的主持下，由外科ICU、肾脏
内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心血管内科
等组成的多学科团队立即进行体外膜肺
氧合（ECMO）装机抢救。随着机器的运转
和不断的调试，病人的血氧饱和度等指标
逐步好转，状况逐渐开始稳定。当血氧饱
和度达到100%的那一刻，在场所有的医护
人员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

“虽然刚刚经过一夜的奋战，但看到
患者重新燃起了生的希望，大家的疲惫一
扫而光。”常志刚说。

医者担当，英雄正是这般模样

北京协和医院内科重症医学科主任
杜斌是1月18日抵汉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高级别专家组中唯一的重症专家。

为了尽快摸索出行之有效的救治办
法，杜斌没日没夜地“泡”在 ICU：最多的
时候，他一天要巡查 5 家医院的 ICU；最
长的时候，他穿着防护服在 ICU 忙碌了
10个小时。

从策划和组建武汉最初的几家临时
ICU，到不顾安危实施气管插管，杜斌的早
期气管插管、俯卧位通气等重症救治经验
被写入了国家诊疗方案，为稳定抗疫形势

作出贡献。
危险面前，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争

分夺秒”——
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曹彬带领科研

团队及时总结患者临床特征、救治经验，
参与编写第一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在医
学期刊《柳叶刀》发表治疗重症患者的临
床试验结果，向全球传递了中国声音、中
国智慧、中国经验，为世界各国防控政策
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护士们在每次
上班前，都会通过微信工作群提前了解患
者情况，明确每一位患者的护理要点，保
证每次接触患者都是有计划地进行，为患
者提供更精准的护理，同时也避免体力的
浪费、降低物资的消耗。

打开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驰援护士的
工作记录，长长一串任务清单令人吃惊：
护理评估、病情观察、呼吸道管理、管道护
理、饮食营养、皮肤护理等，各个大项的工
作内容又被细分为一个个小项，变为更精
细和专业的操作要求。

正是这样一次次无悔的付出，书写了
医者的担当——

得知患者多、病情重，刚刚下了夜班
又折回医院支援到凌晨，是担当；

忍住大汗、头痛、胸闷、急促心跳，以
及如百爪挠心的饥渴感和胃痛，是担当；

近距离护理气管插管患者，为患者排
痰、翻身、协助大小便，也是担当。

在被雾气和汗水打湿的护目镜背后，
一位位白衣天使牵挂患者的目光，就是千
万患者的希望之光。

向险而行、无悔担当，英雄正是这般
模样。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你的名字，我们的希望
——记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

新华社记者 陈聪 屈婷

据新华社首尔9月14日电（记者陆睿 耿学鹏）
韩国疾病管理厅14日举行成立仪式，宣布计划明年完
成国产新冠疫苗研发，并在今年内研发出国产新冠病
毒治疗剂（血浆治疗剂）。

据悉，韩国疾病管理厅下新设立国立传染病研究
所，将主要负责韩国国产新冠疫苗和血浆治疗剂的研
发工作。

9月12日，韩国疾病管理本部正式升格为韩国疾
病管理厅，独立履行传染病分析监测、危机应对等职
能，进一步提高传染病防控决策的独立性和专业性。

据韩国疾病管理厅最新统计，截至当地时间14日
零时，韩国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09例，累计
确诊22285例，累计死亡363例，累计治愈18489例。

韩国计划明年研发出国产新冠疫苗

新华社东京9月14日电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
14日在东京举行。现任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以压倒
性优势取得胜利，当选自民党第26任总裁。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8月28日宣布辞职。菅义伟将
完成安倍剩余的自民党总裁任期至2021年9月。本月
16日，日本将召开临时国会进行首相指名选举。菅义
伟作为最大执政党自民党的总裁，将顺理成章成为继
安倍之后日本第99任首相。

菅义伟以压倒性优势
当选日本自民党新总裁

据新华社郑州9月14日电（记者 韩朝阳）记者
从河南省公安厅获悉，9月13日下午，河南信阳、开封
两地公安禁毒部门联合查获一起特大毒品案件，缴获
毒品冰毒94公斤。

河南省公安厅表示，此案是河南公安禁毒部门目
前个案缴获冰毒数量最多的一起特大贩毒案件。目前，
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河南警方破获特大贩毒案
缴获冰毒94公斤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记者 王秉
阳）中国疾控中心日前发布了《中国流感疫
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0-2021）》，建议
医务人员；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
院等人群聚集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重点
场所人群以及其他流感高风险人群优先接
种流感疫苗。

中国疾控中心表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此起彼伏，秋冬季是呼吸道疾病高发季节，
气温降低有利于新冠、流感等病毒的存活和
传播，存在今年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与流感
等呼吸道传染病叠加流行的风险。为此，季
节性流感防控工作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指南提到，每年流感季节性流行在全
球可导致 300 万-500 万重症病例，29 万-
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孕妇、婴幼儿、
老年人和慢性基础疾病患者等高危人群，
患流感后出现严重疾病和死亡的风险较
高。尤其是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流
行态势仍将持续，今冬明春可能会出现新
冠肺炎疫情与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叠加流
行的情况。而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
最有效手段，可以减少流感相关疾病带来
的危害及对医疗资源的占用。

记者采访了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
席专家吴尊友，他表示，秋冬季节是常见呼
吸道传染病流感的高发季节，就诊的病人
数量将会增加，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叠，
将给医护人员鉴别诊断带来困难，加大隔
离难度和医疗负荷，不利于疫情防控。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重
点人群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结合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全球流行的背景，指南推荐以
下人群为优先接种对象：医务人员，包括临床救治人员、公
共卫生人员、卫生检疫人员等；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
利院等人群聚集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重点场所人群，如托
幼机构、中小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监所机构的在押人员及工
作人员等；其他流感高风险人群，包括60岁及以上的居家
老年人、6月龄-5岁儿童、慢性病患者、6月龄以下婴儿的
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以及孕妇或准备在流感季节怀孕的女
性等。对于≥6月龄且无禁忌证的人群均可接种流感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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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由121位医护专家组成的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启程奔赴武汉。这是来
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队员启程前在医院内合影。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 摄

新华简讯新华简讯

据新华社郑州9月14日电（记者余俊杰 刘怀丕）
2020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14日拉开帷幕，将在全国
范围内持续开展至20日，以线上宣传为重点，线上线下
相结合，通过云展览、虚拟课堂、在线答题、网络直播间
等多种方式，发动企业、社会组织、群众广泛参与。

据悉，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从2014年开始每年举
办一届，今年的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
人民”。

2020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拉开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