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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9 日，徐州援鄂医废处置人
员赵启南，终于同分别了 65 个日夜
的妻子紧紧相拥。14 天前，赵启南
等 7 位徐州援鄂医废处置人员平安
返回徐州。

1 月下旬，湖北医疗废弃物收
集、运输、处置工作全面告急。闻令
而动，向险而行，1 月 31 日，徐州市
危废处置中心陆续派出吴常伟、王
震、王琪、赵启南、陈欢、李贺、董垒7
名专业人员，分赴荆州和孝感两市
支援。

徐州市危废集中处置中心医废
事业部副主任吴常伟介绍，2 月 1 日
他们抵达荆州时，当地与新冠肺炎
病毒相关的医疗废物成倍增加，甚
至出现“爆仓”。而当地仅有 20 名
专业处置队员，其中 16 名转运队员
已超负荷连续工作十多天。

“满车间都是医疗废物，堆叠 5
米多高，至少是十几天的量。一旦
处置不当造成二次污染，后果不堪
设想。”2 月 5 日，高温蒸煮车间班长
赵启南抵达孝感时，孝感中环危废
处理有限公司厂区内，已积压近 60
吨的医疗废物。

荆州市面积不小，东西方向跨
度达 200 多公里，5 家医疗危废产
出机构位置分散，吴常伟带领转运
队每天至少跑一趟，平均驱车 570
公里。洪湖地区水网纵横，道路交
通不便，加之危废转运车辆限速 70
公里，班组每天在外奔波超过 15
小时。“早上 3 点 30 分起床，4 点 30
分出发。晚上 9 点左右返回，有时
甚至要到 11 点。”49 岁的吴常伟从
业已有 15 年，他说这两个月的经
历最为艰难。行业内有个原则，在

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先保证人员安
全。但为了节约防护服，身患肾炎
的他早上带杯水出门，晚上返程
时，还剩大半杯。“离开徐州时，我
们互相打气，要保护好自己，为家
人负责。可真忙起来，又都忘到脑
后了。”吴常伟说。

援孝感队员陈欢回忆，初期缺少
防刺手套，大家戴着普通橡胶手套，
冒着被感染的风险，运送废物。高温
蒸煮设备必须24小时运转，“为了尽
量多装一些，我们会用铁锹把废物压
实，既不能捣破，还要保证效率，常常
忙得满身是汗。”赵启南说。

终于，苏鄂两地战友“守得云开
见月明”。3 月 15 日后，病人相继治
愈出院，当地需要处理的医废越来
越少。3月底，降低到每天只需运行
两车次。王琪细心地记录医废种类

的变化：“刚开始以医废为主，然后
餐盒量逐渐增加，再后来是拖把、被
褥。看到被子时，我们的心情一下
子明朗了，这说明新冠肺炎病区要

‘关门大吉’了。”
“待疫情完全结束，我们再带家

人来看看雄伟的荆州古城墙，感受
董永的孝行感天。”吴常伟动情地
说。3 月 1 日，王琪过生日，当地驾
驶员向士荣请自己的朋友帮忙，特
意给王琪定制生日蛋糕；湖北同事
从家中带来 20 个煮好的土鸡蛋，
悄悄送到徐州队员的寝室；等红灯
的间隙，执勤的交警对着清运车敬
礼，过马路的行人竖起大拇指⋯⋯
离开那一天，当地居民专门为来自
江苏的援鄂医废人员组织一场简单
的送行仪式。“致敬英雄，感谢徐
州”！ 本报记者 李 刚

逆行湖北参与医废处置，每日驱车奔波15小时——

向险而行，壮哉徐州“七勇士”

本报讯 中国政府赴委内瑞拉抗
疫医疗专家组一行 8 人乘坐飞机昨日
平安抵达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中国政府赴委内瑞拉抗疫医疗专
家组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建、江苏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选派，一共8人，分别
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中医院、江
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苏州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南京鼓楼医院，专业领域涵盖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传染病控制、实验室
检测、护理、中医等专业。3月29日，专
家组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赴委。

在委期间，专家组与委内瑞拉政
府各部门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进
行 10 余次座谈，围绕疫情防控措施、
隔离人群管理、治疗方案优化、重症患
者治疗及护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
和交流。为表彰专家组为委疫情防控
做出的突出贡献，委内瑞拉政府向专
家组全体成员授予“弗朗西斯科·德·
米兰达”二级勋章。专家组圆满完成
赴委抗疫工作，推动了中委双方在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方面的交
流与合作，为侨胞送去祖国的温暖、关
爱和问候。 （仲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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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日，我省面向 10 多
个国家的30多所华文学校开通了中
华文化云课堂，传授古诗鉴赏、趣味
汉字、剪纸、武术、书法、国画等课程，
满足海外华裔青少年进一步了解和
学习中华文化的需求。

海外疫情发展持续升级后，华校
纷纷停课应对。面对疫情在海外蔓
延的现实，省委统战部协调和调动统
战资源，帮助海外侨胞解决实际困
难，支援海外侨胞抗击疫情，做好“江
苏侨爱援助”行动。面向海外华裔青
少年开设中华文化云课堂，就是我省
开展的“江苏侨爱援助”行动之一。
海外华校纷纷提出开设云课堂的需
求后，我省有关部门精心落实，迅即
设计课程方案、甄选优秀教师、合理
安排上课时间。

中华武术入门是云课堂开设的第
一节课，来自常州的沈灵芸老师表演
的一套长拳如行云流水，海外华裔小
朋友们纷纷竖起大拇指，在电脑前有

模有样地跟着操练起拳法和步法。家
长们纷纷留言，疫情期间学习中华武
术，是孩子们强身健体、增强体质、抵
抗疾病的好方法。海外华裔学生参与
踊跃，反响热烈，据线上统计，共有
1500多位学生和家长参与学习。

“太及时了。开展中华文化云课
堂，充分体现了‘娘家人’对我们海外
侨胞的精神援助，为我们抗击疫情提
供了坚强后盾。”澳大利亚悉尼华夏
文化学校张晋校长认为，这有利于帮
助提升欧洲、大洋洲华文教育水平，
同时也将富有特色的江苏地域文化
通过华校传播到世界。

全德中文学校联合总会周开雰
会长表示，江苏开设一系列中华文化
云课堂，让海外华裔青少年感受到来
自江苏具有丰厚底蕴的文化艺术，在
助力侨胞同心抗疫的同时，让他们切
实感受到家乡政府和人民对他们关
怀，增强海外侨胞的向心力凝聚力。

（杨 严 李安妮）

我省创新开展援侨行动

中华文化云课堂服务海外

4 月 13 日下午，最后撤离武汉
的第七批江苏援湖北医疗队省人民
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江苏）
部分队员和江苏援武汉前线指挥部
成员共 205 人，平安飞抵南京禄口
机场。在 80 天的援鄂抗疫期间，我
省医疗队员们不畏艰苦，不怕困难，
以精湛的技术救死扶伤，以无私奉
献的精神书写了“苏鄂两地情，抗疫
一条心”的大爱情怀，交上一份成绩
优异的答卷。

支援人数多，援助战线长

1月25日大年初一，我省首批援
湖北医疗队抵达武汉；2 月 11 日，援
黄石医疗队首批队员整装出发。两
个多月来，我省派往湖北的医疗队队
员有 2800 余人，在全国各省市中人
数最多；队员来自全省213家医疗机
构，涵盖重症、呼吸、感染、消化、麻
醉、中医、精神等10多个学科。医护
团队中既有知名专家，又有中青年骨
干等中坚力量，部分队员还拥有抗击
非典、埃博拉等重大传染病的临床经
验，派出的医生中超过一半为副高以
上职称，可谓尽锐出征。

其中，我省援武汉医疗队共 11
批次 20 支分队、医护人员 2438 人，
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同济医院光谷院
区、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等7家定点
收治医院和 3 家方舱医院同时开展
救治工作。援黄石医疗队共 2 批次
362人，分别援助该市区及两个县市

的8家定点医院和市疾控中心。
截至 4 月 13 日，全省 13 批 22

支医疗队全部返苏。目前，按国家
卫健委统一安排，我省还有 10 人加
入国家专家组（全国共选派 20 名专
家留守），这其中有中大医院邱海波
等 3 位知名专家及江苏省人民医院
7名重症医学专家。

救治防控成效显著

两个多月来，我省援鄂医疗队
千方百计抢救重症患者，有效降低
病亡率、提高治愈率。截至 4 月 12
日，援武汉医疗队累计收治患者
4651 人，其中，危重型病例 227 人、
重型病例 1020 人，累计护理患者
4696人，累计治愈出院2522人。对
口黄石支援队奋战 47 天，参与救治
危重型病例419人次、重型病例860
人次，巡诊普通型病例 5884 人次、
轻型病例1209人次。

我省疾控专家还协助当地定点
院区按“三区两通道”等要求，优化
空间布局，增强感控管理能力，加强
社区防控和特殊场所监管，协同做
好流调、密接管理等工作。同时，积
极协同当地医务人员做好安全防
护，江苏援武汉、黄石医疗队到达
后，所在病区共同工作的当地医务
人员也无一例感染。中央指导组、
国家卫健委、民政部、生态环境部以
及湖北省、武汉市、黄石市等有关方
面，对我省援鄂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江苏经验”得到世卫专家肯定

我省接管的武汉同济医院 1 个
重症病区和光谷院区 2 个重症病区
实现患者“零死亡”。首创的患者俯
卧位机械通气“糖果翻身法”、鼻肠
管床边置入等操作流程被国家卫健
委总结推广。

援武汉医疗队参与了武汉体育
中心、东西湖、江夏区大花山等 3 家
方舱医院的建设管理。医疗队开创
了具有江苏特色的分区化、社区化、
网络化“三化”管理法，推行关爱患
者“5+1”辅助治疗方案，打造方舱
医院科学规范管理的样板，成为托
举“生命之舱”的重要力量。自 2 月
13 日收治患者以来，3 家方舱医院
共收治确诊病例 1934 人，治愈出院
522 人，实现了患者零死亡、医护人
员零感染、治愈人员零复发“三个
零”。方舱医院的运行管理也得到
了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高度肯定。

我省还把江苏中医带到了湖
北，注重中西医结合，在患者治疗中
中医药参与率超九成。援武汉医疗
队通过教授八段锦、太极拳等，提高
患者免疫力效果明显。在黄石收治
轻症病例的定点医院，江苏中医团
队开展“一人一方”精准治疗，近
80%患者症状得到改善。

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我省积极把江苏疫情防控和医

疗救治的成功做法运用到支援湖北
尤其是对口支援黄石工作中。通过
捐赠或协助采购帮助黄石市配置体
外膜肺氧合（ECMO）、负压救护车、
移动DR、CT、流式细胞仪、流动注射
分析仪等先进设备，组织开展专家义
诊、专业培训、病例分析、研讨讲座
等，为当地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
队”；组织医务人员下沉到基层开展
诊疗服务、防控指导巡查，从软硬件
等多方面帮助当地提升医疗卫生水
平；根据统一部署，参与开展“疾控大
培训”活动，集中培训黄石市医疗卫
生机构205家、427人次，帮助提升黄
石疾控系统抗击疫情的能力；与黄石
市签订“1+11”医疗卫生领域交流合
作协议，支持两地医疗卫生机构在人
才培养、学科共建、远程会诊、专家工
作站等方面务实合作。

与此同时，我省援鄂医疗队充
分展示了江苏医疗队团结战斗、无
私奉献的精神面貌。1290 名队员
在一线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10 名
医疗队员前线光荣入党。前后方密
切对接，强化沟通协作，把最好的医
疗物资用于前线抗疫，及时调配医
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重点物
资，始终保持一周以上库存量，有效
满足医疗队物资需求，减轻了当地
保障负担，为医务人员“打胜仗、零
感染”提供了有力的物资保障。

本报记者 沈峥嵘 仲崇山 叶 真
上图：本报记者 乐 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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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省卫健委 13 日发布
消息：4 月 12 日 0-24 时，我省无新
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截至 4 月 12
日 24 时，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
例 22 例，出院病例 7 例，尚在院隔
离治疗 15 例。12 日无新增本地确
诊病例。截至 4 月 12 日 24 时，累计
报告本地确诊病例 631 例，均已出
院。当日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1 例，
解除集中隔离和医学管理 2 例，尚

在定点医院集中隔离和医学管理的
无症状感染者 11 例，其中境外输入
9 例。目前，追踪到确诊病例和无
症 状 感 染 者 的 密 切 接 触 者 13616
人，已解除医学观察 13241 人，尚有
375 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专家提
醒：从 4 月 8 日零时起，武汉市解除
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但解封不
等于解防，疫情防控不能松劲。

（仲崇山）

12 日我省无新增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13 日，中国政府赴委内瑞拉抗疫医疗专家组一行 8 人乘坐飞机抵达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平安凯旋。 本报记者 万程鹏摄

▶上接1版 照片里，省委常委、苏州
市委书记蓝绍敏正在讲解，徐惠民等
南通市领导认真倾听。

学习“苏州法宝”，南通早已行
动。2 月 28 日，南通举行市委中心
组集中学习（扩大）会。与会者发现，
每个座位上都有一本《再燃激情——
苏州“三大法宝”读本》。作为编委会
主任的蓝绍敏在序言中写道：“苏州
之所以能成为今日之苏州，最大的成
就不仅仅在于经济数据，更在于广大
干部群众在敢闯敢试、你追我赶的火
热实践中形成了最可贵的精神力
量。”这本书出炉不到两个月，就被南
通推广学习。

全方位融入苏南，南通要跨越思
想上的“天堑”。“改革开放之初，南通
和苏州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而到
去年，经济总量的差距已近万亿。”南
通市委党校教授季建林感慨，苏州一
次次再出发，每一步的起跑都比别人
快，关键在于敢为人先。南通要全方
位融入苏南，需以自我革命的精神，
再来一场思想解放大讨论，只有学到
苏州的创新超前发展思路，才算学到
真谛。

学习苏州“三大法宝”，南通努力
打造自己的“精神法宝”。徐惠民在
调研新出海口建设时说，要在干大事
创大业中发现使用“狼性”干部，在攻
坚克难、千锤百炼中形成“大通州湾”
建设精神。

迫切需要激活“狼性”的，不只有
干部，还有企业家。港闸区是我国近
代民族轻工业的发祥地，区委书记黄
卫锋在调研时却发现：不少民营企业
仅仅做到一两亿元规模，便开始以

“老大”自居。该区迅速行动，组织企
业家与苏南领军企业的“当家人”面
对面交流，打破小富即安、小成即满
的思维。

向南看，南通各板块重新锚定坐
标系。海门是江苏长江以北第一个
全面小康达标市和首个 GDP 突破千
亿元的县（市），市委书记陈勇表示要
彻底摒弃“苏中苏北第一市”的荣誉
感，以苏南“小五子”的身份来重新审
视定位，以强烈的“位次感”争第一、
创唯一。

跨江融合，
重构江苏经济地理版图

跨越长江，南通不仅取经苏南，

更签下干货满满的多份合作协议。
经济“优等生”与“潜力股”的跨江融
合，将深度重构江苏经济地理版图。

省委书记娄勤俭明确指出，江苏
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重点在跨
江。近日公布的《江苏实施方案》提
出，到2025年，江苏要在长三角更高
质量一体化发展新征程中走在前列。

跨江融合，有望让苏南和南通
深度互补。历经数十年高速发展，
苏南在制造业等方面积累了巨大优
势，但也面临空间、环境等“红线”制
约。而南通，不仅拥有近 400 公里
江海黄金岸线，还拥有丰富的土地
资源，仅沿海已围垦未利用土地就
有 20.8 万亩。

作为沿海经济大省，大海港缺失
是江苏的一块短板。在苏州和南通
签订的跨江融合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中，两地除加强产业协同发展、深化
板块交流等合作之外，还将共同推进
通州湾新出海口建设。通州湾是我
省沿海难得的可建深水良港的港址，
规划建设 5 万吨级码头泊位 30 个、
10万吨级以上泊位86个。

苏南同样对与南通的深度合作
迫切期待。无锡与南通签订的战略
合作协议中，明确将在园区共建、港
口联动等 5 个方面展开合作，实现

“太湖明珠”与“江海明珠”珠联璧合，
在区域协同发展上走出新路子、打造
新标杆。

南通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压舱
石”中，多个百亿级项目正是来自苏
南。其中，单体投资超千亿的中天绿
色精品钢项目就来自常州。这个巨
无霸项目正全速推进，力争 8 月开
工，明年 9 月投产。不仅如此，南通
与苏州、无锡等苏南城市跨江合作共
建园区也跃上新平台。其中，苏通科
技产业园、锡通科技产业园已打造成
跨江联动示范样本。

在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
成长春教授看来，万里长江最宽阔的
江面，正演变为南通与苏南深度融合
的内河，无论是交通上的“八龙过
江”，还是产业上的“跨越天堑”，南通
加快挺进苏南第一方阵都是不争的
事实。“南通有望年内成为省内第 4
个万亿俱乐部城市，凸显江苏新增长
极功能，更有利于带动苏中、苏北融
合发展。”

本报记者 徐 超 陈 明

本报讯 意大利面临严重疫情，
海安市政府、囯家级海安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中意海安生态园管委会
伸出援助之手，向意大利曼托瓦省捐
赠 5 万只口罩。意大利曼托瓦省省
长莫塞利最近致信海安市委书记顾
国标，表示感谢。

2014 年 10 月，中意生态园谅解
备忘录正式签署，双方合作共建中意
海安生态园。重点围绕精密机械、纺
织丝绸、高端家具、节能环保、生态农

业等产业抓项目招引，先后落户意大
利及欧洲项目 8 个，目前还有近 10
个外资项目在洽谈和推进中。今年
1 月，中意海安生态园获批省级国际
合作园区。

意大利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海
安用实际行动表达对意大利人民的
支持。“我们愿和友好的曼托瓦省人
民一起，团结奋斗，共克时艰，坚决
打赢疫情阻击战！”顾国标在回信中
写道。 （顾倩倩 丁亚鹏）

意大利曼托瓦省省长
致谢海安抗疫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