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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省卫健委12日上
午权威发布：11日0-24时，江苏省
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确诊病
例28例。其中，轻型病例5例，普通
型病例23例。新增出院病例10例。

新增确诊病例中，南京市3例、无
锡市3例、徐州市3例、常州市5例、苏
州市4例、南通市2例、连云港市2例、
淮安市1例、盐城市3例、泰州市2
例。其中，年龄最大的84岁，最小的
23岁。男性12人，女性16人。所有
病例均已在定点医院救治，病情平稳。

截至2月11日24时，江苏省累
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543例。其中，轻型病例39例，普通
型病例495例，重型病例6例，危重
型病例3例。出院病例94例。确诊
病例中，南京市87例、无锡市48例、

徐州市66例、常州市36例、苏州市
84例、南通市37例、连云港市39
例、淮安市47例、盐城市21例、扬州
市18例、镇江市12例、泰州市36
例、宿迁市12例。重型病例中，南京
市1例、徐州市1例、苏州市1例、南
通市 1例、盐城市 1例、镇江市 1
例。危重型病例中，徐州市1例、连
云港市1例、淮安市1例。出院病例
中，南京市22例、无锡市4例、徐州
市10例、常州市6例、苏州市13例、
南通市5例、连云港市5例、淮安市6
例、盐城市3例、扬州市6例、镇江市
2例、泰州市6例、宿迁市6例。

目前，江苏省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11302人，已解除医学观察6345人，
尚有4957人在接受医学观察。

（仲崇山）

11日江苏新增2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本报讯 省文化和旅游厅动员
组织全省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主题
艺术创作，用文艺的形式助力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省文化和旅游厅
与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江苏广播电
视总台携手推出战“疫”主题歌曲
《迎向春光》。

歌曲《迎向春光》由李朝润作词，
吴小平作曲，侯勇、韩雪、周东亮、李奕
洁、李政成、陈澄、陈明矿、施夏明、盛
小云、张美林、蔡红虹、朱虹、张其萍、
姜孝萌、仝濛、岳佳、钦洁17位艺术工
作者演唱，影视界、音乐界、戏剧界、曲
艺界的知名演员共同谱写了一曲抗击
疫情的大爱之歌。身在外地的著名

“老戏骨”侯勇、演艺界“当红花旦”韩
雪，第一时间回应家乡的热切召唤，连
夜进行拍摄录制。远在日本的朱虹一
家三口齐上阵，女儿提词打光，丈夫担
任摄像。苏州的盛小云，扬州的李政
成、张美林，盐城的陈澄、陈明矿等，将
各自录好的视频和音频第一时间发给

导演组。家在南京的演唱者做足防护
措施后进棚录制。

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特别邀请
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和江苏省广播电视
总台加盟。作为联合出品单位，新华
报业传媒集团和省广播电视总台将利
用各自的全媒体资源，对歌曲《迎向春
光》进行全方位宣传推广。

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开展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艺术作品主题创作活
动，得到全省文化和旅游系统积极响
应，戏剧、音乐、舞蹈、曲艺、美术、书法
佳作纷至沓来。截至2月12日，全省
已创作生产各种艺术样式的主题作品
2140件。战“疫”正在攻坚克难，江苏
主题艺术创作也将持续进行。

文艺苏军发出最强音
群星同谱《迎向春光》

本报讯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
办公厅12日下发通知，为及时挖掘
和宣传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在疫情防
控斗争中涌现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
迹，动员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医
务工作者积极投身疫情防控斗争，凝
聚起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共克时艰
的强大正能量，我省将对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先进典
型开展及时性表彰。

通知明确，省委、省政府，各市、
县（市、区）党委和政府，省各有关部
门均可进行表彰。其中，全省性重大
突出典型，以省委、省政府名义进行
表彰，各地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以市、
县（市、区）党委政府名义进行表彰。
省直单位及系统内涌现的先进典型
由省有关部门会同省人社厅进行表
彰。原则上省有关部门，主要以省卫

健委为主，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专项组其他牵头部门直属
单位及系统内确有涌现的先进典型，
也可进行表彰。

此次表彰对象主要面向奋战
疫情防控一线，照护病患表现突出
的；积极开展疫苗研发等相关科研
工作，作出重大成果的；深入疫情
防控一线，靠前指挥发挥重要作用
的；协调调度有力，为疫情防控提
供充分保障等先进个人，重点是奋
斗在防控一线，作出突出贡献的医
务工作者。受到省级以上表彰的
对象，享受省部级表彰奖励获得者
待遇；受到市级党委政府表彰和省
有关部门表彰的对象，享受市级表
彰奖励获得者待遇；受到县级党委
政府表彰的对象，可按规定发放一
次性奖金。 （黄红芳）

我省将开展疫情防控
先进典型及时性表彰

本报讯 南京市12日下发通
知，决定为该市驰援湖北医疗队等
直接面对疫情的一线医务人员办
好十件实事。其中包括，医务人员
子女可享受一次就学照顾。

根据通知，医务人员子女当年
入学幼儿园的，结合家长意愿，可
优先安排在区内普惠性优质幼儿
园就读；入学义务教育学校的，纳
入政策照顾对象；参加中考的则参
照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有关规定予
以加分照顾录取；报考本市三年中
职的，按照家长和学生意愿直接录
取。对在防疫工作中表现突出、受

到立功嘉奖表彰的一线医务人员，
照顾政策适用年限还可适当延长。

南京将为一线医务人员建立
“关爱库”，全面了解一线医务人员
及家属的需求和困难，积极协调解
决问题，并组织发动志愿者或安排
专门人员开展“多帮一”服务。对
无人照看的未成年子女、高龄老
人，根据需要，由社区和学校安排
托管照顾和送教服务。该市还将
为所有一线医务人员办理一份人
身意外保险，并落实一组政策待
遇，包括临时性补助、值班伙食补
助、绩效工资等。 （董 翔）

南京为驰援湖北医务人员办十件实事

子女可享受一次就学照顾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众志成城

2月 10日，江苏各类企业复工
复产第一天。在太仓阳鸿石化有限
公司门口，党员肖永明把守大门，监
督每位员工完成“体温检测、填表登
记、佩戴口罩、防疫安全知识教育”四
个“规定动作”，守住第一道防线。党
员组成的巡逻队则巡视在生产、办
公、用餐等各个区域，切断每一种接
触传染的可能。

一个支部一堡垒，一个党员一面
旗。迎接复工，江苏覆盖民营企业和
社会组织的党组织行动起来，当好

“主心骨”，组织党员冲在一线、干在
一线，打好疫情防控战，全力保障企
业安全有序复工复产。

备足备齐口罩、防护服、消毒水、
测温仪，在工厂大门口、车间、食堂等
地设立信息排查、体温检测、卫生消
毒等党员责任岗……这些，是复工首
日各企业的常规动作。

10日上午7点45分，如东经济
开发区江苏盛纳凯尔医用科技有限
公司92名员工陆续来到厂门口排队
上班。与往年不同的是，员工们个个
戴口罩、挨个量体温。“体温超过
37.3℃的，一律不得进入厂区；防控
措施不到位，随时亮红灯叫停生产。”
公司分管后勤的负责人杭勇说。

中亿丰科技节后第一天上班的
仅是管理层，其他员工在家网上办
公。此前，“红色螺丝钉”党支部已
严格按照相关复工规程，针对特定
项目复工事宜、员工上班消毒防疫
措施等提出了“四个要求与十二个
注意”，提前告知员工，做好相关防
控工作。

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
党委及时成立“抗疫党员突击队”“共
青团员抗疫先锋队”，为全体员工准
备防控物资；成立新冠肺炎药物研发
8个项目创新组，实施“抢单制”，鼓
励研发人员投身疫情药物创新研发
战斗。

盛虹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提
前通知员工返连体检隔离，将倒班区
12号楼作为临时隔离观察区，安排
专人管理。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
公司党总支在潘阳人才公寓租了28
间房，用于疫情期间员工隔离室和疫
情结束后员工宿舍使用，为企业有序
复工提前做好准备。

2月9日上午8点，企业复工打
卡小程序——苏州市吴江区企业复
工疫情防控监测系统正式上线。从
2月8日系统试运行开始截至目前，
全区2900多家企业已经完成打卡登

记，超10万名企业员工的信息生成
云端数据，后台可根据需要随时进行
多维度统计分析，为规避疫情蔓延风
险提供大数据支持。

在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智能
清洁机器人加入“抗疫”前线，在企业
公共区域进行日常清洗、消毒服务等
自动驾驶清洁杀菌作业。江苏智途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80名员工在家
办公，党员和志愿者把电脑分批送到
员工家中。科森党支部推出“防疫在
线考试”系统，要求员工被允许返岗
前先完成并必须通过《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防疫知识考试》，考核合格才能
正式返岗。花桥华拓数码科技（昆
山）有限公司党支部开通“华拓心乐
园”，向员工传递应对心理不适的专
业文章，帮助员工进行自我心理疏解
和科学调试。

苏州市平江新城辖区科技信息
产业发达，平江新城党总支与慧程智
能深度合作，在陈健园等5位青年党
员的通力协作下，创新研发了多个在
线疫情防控统计、审批程序，并在公
众号上开辟企业复工审批快速备案
渠道，在线采集企业名称、所在楼宇、
企业复工备案表、疫情防控方案、疫
情防控承诺书、复工人员信息登记

表、防护物资储备情况表等企业复工
备案信息材料，动态更新已报备企业
名单，以“不见面审批”保障企业人员
安全，同时大大缩短了企业复工备案
的审批周期，保证了复工达标企业的
正常运营。

及时复工，安全放第一位，最终
要保生产。原料能否保供应、交通是
否能顺畅、工人有无到位，企业党组
织向内发动，向外联通协调，“硬核”
保障企业安全复工。

从2月5日开始，常州老三集团
党总支就开始为企业复工做准备。
但是要短期内满足“四个到位”的复
工条件，企业一下子犯了难：大批量
的口罩需要采买、额温枪不够、消杀
物资不足……老三集团党总支积极
联系属地社区——采菱社区党总支，
社区党总支迅速行动，不仅为老三集
团联系了口罩和额温枪的部分货源，
还选派志愿者帮助企业准备符合标
准的隔离宿舍。

在昆山的牧田公司党委考虑复
工后员工人手不足，发挥“牧田党工
志愿服务队”作用，志愿招募110名
在昆党员志愿者，以排班的形式开展
疫情防控工作，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本报记者 郁 芬

企业复工，“两新”党组织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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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星戴月，只因心中敬佑。18

天里，徐辉真的是披星戴月。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应对

疫情，南京市中医院迅速成立新冠
肺炎防治指挥部，由分管门诊部、药
学部、感染管理科、城南分院以及内
科临床科室的副院长徐辉担任指挥
部副组长、防治工作小组组长。

全心沉浸、坚持一线。“这时候就
是打仗，打仗时，我们要带头，我们在
一线，大家才更有章法、更有信心。”
南京市中医院医务处主任高飞记得，
徐辉这样为工作组的成员鼓劲。

连续18天，她没日没夜，她全心
投入。没有上下班的概念，一直奋
战在防疫一线。制定应急预案、组
建发热门诊、预检分诊的医疗队伍、
设置隔离病房和医护人员休息区、
筹集防控物资……不是研究防控工
作，就是在急诊、门诊一线巡查。

她带领16名中医专家制定《南
京市中医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中医诊疗方案》，选派3名中医专家
参加市公共卫生中心疑似病例的会
诊治疗。她始终记挂着患者安危和
医护人员安全，带领相关部门制定应
急处置机制和处置预案，每个环节亲
自过问、每个留观病例逐一把关。

南京市中医院副院长赵国梁是
后勤保障组组长，和徐辉天天战斗
在一起。“从参加会议到安排具体工
作，从制定防控方案到组建医疗专
家队伍，从设置隔离病房到筹集防
控物资，她没有休息一天，没有按时
吃一顿饭，没有睡一个安稳觉，始终
处于24小时在线的待命状态。”赵
国梁哽咽着回忆。

“对到医院就诊的发烧病人如
何严格筛查？南京南站到站旅客
中，有发烧症状病人如何筛查、隔
离？隔离区病人如果要做检查，从
哪个通道走、怎么返回，有哪些可能
发生交叉感染的点，她每一步都想
得非常细。”赵国梁说。

“她很沉稳，我们几乎没有见过
她高声说话。”采访中，医院同事这
样评价徐辉。但徐辉的丈夫范慧明
知道，从来没见她这么心焦过。“有
时候她回到家，还在一直打电话，语
气里能听得出她的焦急。”有一次深
夜接到医院的电话，询问一个病患
是否收治到留观病区，徐辉跑到阳
台打了很久的电话。

“这就是打仗，和病毒战斗、和
时间赛跑，跑赢了，我们就能挽救更
多生命、获得更多安全。”徐辉说。

在抗疫过程中，国家卫健委发
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
方案》试行版本适时修订调整，每一
次微调，都涉及医院管理的诸多细
节。18天里，徐辉和高飞的微信和

电话每天从早到晚，就在她去世前
一天，2月6日晚7点半，徐辉还和
高飞通电话，商议医院管理中的新
问题。没想到，当晚徐辉就倒下了，
再也没有醒来。

2月6日中午12点，已经接连几
天感觉身体不适的徐辉给同事——
普外科教授唐暮白打了一个电话，
怀疑徐辉是深静脉血栓后，唐暮白
建议她赶紧去B超室做一个B超看
看。但那天下午，忙碌的徐辉根本
没有抽出时间去给自己看一看。直
到晚上6点13分，疼得受不了的徐
辉这才“溜会”给女儿打了一个电
话。“妈妈在电话里说她马上到家要
休息一下。”范羽谦说，就在妈妈休
息的时候，她和同事商量着第二天
不去单位，陪妈妈到医院去挂水。
没想到，突然间，妈妈就倒了下去。

2
南京中医院产科门诊3号诊室，

粉色的布帘，办公桌上一台电脑、三
盆绿植……平日里，每周三上午，不
管多忙，徐辉都会在这里准时坐
诊。徐辉从事妇产科诊疗工作近30
年，有多年产科学科带头人经历。

2月7日，徐辉生前同事、南京
市中医院产科副主任周雪梅上门
诊，上午噩耗传来，她失声痛哭。“我
看到徐医生的印章还放在桌上，我
真不相信，平时像铁人一样的她，竟
然会倒下！”

徐辉1991年7月参加工作，刚
开始在南京市秦淮区医院妇产科工
作，那时候，周雪梅和徐辉同在一个
医院。她回忆说：“20年前有个60多
岁的妇女，重度子宫脱垂，有高血压
脑梗，因风险高，其它医院拒绝给她
做手术，到南京市秦淮区医院找到徐
辉，她毫不犹豫为病人做了手术。术
后当天晚上她不放心，没有回家，一
直留在医院观察病人情况。”

“她真的是发自内心喜欢医生
这份职业，始终把病人放在第一
位。”周雪梅语带哽咽。“她沉稳、温
和又有力量。她在，我们就有定海
神针。”2016年冬天的一个凌晨，医
院里一名剖宫产妇大出血。同事们
立即打电话给徐辉。10多分钟后，
徐辉就来到手术室，和大家一同会
诊、定方案，最终，产妇被成功抢救
回来。

好像从不生病、不知疲倦，什么
时候请教她都在线。走上领导岗位
后，她依然坚持每周三上一次专家
门诊；不管是休息日还是深夜，只要
有危重病人，都会在第一时间赶到
病区，参加会诊。2019年5月25日
凌晨2点45分，一位孕妇因“胎头
下降停滞子痫前期”急诊剖宫产，手
术中母亲子宫收缩乏力大出血，台
上凌晨急呼徐辉到手术室组织抢

救，她来了，主心骨就来了，凌晨5
点35分手术安全结束，母子平安。

“看着一个个健康宝宝的诞生，
我就很开心。”徐辉常常这样说。这
是她的专业，也是她的初心，离不开
也放不下。

“她让我们觉得很温暖。”南京
市中医院城南分院孙静说，“徐院长
分管我们，不管遇到什么难题，想到
她在身后帮我们撑着，就很安心。”

“她心里想的都是病患和同
事。”南京市中医院党委书记陈延
年、院长虞鹤鸣都说。抗疫期间每
天高强度、超负荷的运转，让徐辉

“累到极限”——左下肢接连几天出
现胀痛。晚上，她结束了最后一个
会议，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倒
下就再没醒来。

3
徐辉去世后，一位父亲辗转打

听到地址后前来吊唁，在灵前深深
一鞠躬，这位中年男子泪湿眼眶，当
年如果不是徐大夫竭尽全力抢救，
他的儿子活不下来。“徐大夫不一定
记得我，我却一辈子忘不了她！”

大年初一，江苏首批援湖北医
疗队驰援武汉，其中3名医护人员
来自南京市中医院。徐辉专门为他
们整理防护物资，坚持送到高铁站，
反复叮嘱：“一定要注意安全，做好
防护工作。”看到发热门诊医护人员
工作压力大、感染风险高，她又提出
将发热门诊换班时间从8小时一班
调整到6小时，对长时间工作的还
强制安排休息。

徐辉，你走得如此突然！今春
虽料峭，可次日元宵依然月圆啊！
次日元宵夜，江苏千余白衣医护战
士星夜集结准备赴湖北支援。前线
和后方，都是战场，虽看不见硝烟同
样壮烈。

徐辉，你走得如此突然！你的
工作日志上还写满次日的工作计
划，你和医院医务处主任高飞约好
了7日一起商议解决防疫中的新难
题。2月6日晚刚刚和徐辉通过电
话，之后，高飞又补发了几条微信，
但没有等来徐辉的回复，“我不知
道，那时候她已经进入抢救室。”

“她说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抗击
疫情早日胜利，一切恢复正常！”高
飞对记者回忆说，和她奋战抗击疫
情的这些天，平时话不多的徐辉说
得最多的就是这句。

逝者安息，生者奋斗！
战斗还在继续，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是对徐辉最好的告慰！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那是无数

英雄坚守职责砥砺奋斗；哪有什么
天生英雄，坚守平凡的岗位，做到最
好就是英雄！

本报记者 沈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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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凌晨零点03分，医院抢救室内没有出现奇迹。南京市中医院党委委员、
副院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治指挥部副组长和防控工作小组组长徐辉同志走
了。在这次疫情防控中连续奋战18天，她积劳成疾不幸去世。

51岁的生命戛然而止，停止在疫情防控的战场，停止于从医近30年的特殊春天。
2001年10月入党，这位沉静的白衣战士，用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
民牺牲一切”的誓言。

特殊时期无法召开追悼会，只有家人送别却寄托无数人的哀思；全国白衣战友们脱
帽致敬，挥泪后继续投入抗疫，将缅怀珍藏。

2月11日，省委书记娄勤俭作出批示，号召党员干部向徐辉同志学习，共同努力，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同日，江苏省妇联追授徐辉同志为江苏省三八红旗手；南京市委
追授徐辉同志“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12日，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应急扩建工程现场，10名年轻的
施工人员在党旗下宣誓，在轰鸣的机器声和繁忙的战斗现场，交出一份
特别的入党申请。 本报见习记者 陈 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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