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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毅，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
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她用“江苏
经验”打赢抗疫攻坚战，实现新
冠肺炎 200 例患者以上省份“零
死亡”，并将“零死亡”战绩延伸
至牡丹江和吉林。

“这是医生的职责，医生就
是要看病救人。在看到重症患
者的时候，在看到他们需要我
的时候，就忘记了害怕。”杨毅
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她义无反
顾地挺身而出，担任江苏省卫
健委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
副组长、重症医学组组长，几乎
跑遍江苏所有地市，获得新冠
肺炎 200 例患者以上省份“零
死亡”的优异战绩。

长期长途跋涉和不规律作
息使得她的身体处于严重透支
状态，但她并没有因此停下脚
步。在完成江苏战疫阶段性胜
利后，她又接上级命令奔赴黑
龙江牡丹江抗疫一线，在牡丹
江医学院红旗医院集中指导救
治重症患者，后又转战吉林。

“牡丹江主要是境外输入病例，
这次我们有经验了，无论是多
学科还是多地方合作，我们都

很顺利，圆满完成任务。”杨毅
无比欣慰地说。

谈到抗疫初期的治疗时，她
说：“刚开始新冠肺炎是一个全
新疾病，我们在认识过程中慢慢
摸索经验。”杨毅和她的团队是
较早就把“江苏经验”总结出来
的。“我们总结出的‘江苏经验’
不但被美国医学会杂志《JA-
MA》引用，后来还被运用到牡
丹江、吉林抗疫之中。”

作为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
院重症医学学科带头人之一，
杨毅对医疗服务、教学科研精
益求精。在她带领下，团队建
成首批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江
苏省重症医学科唯一国家疑难
病症诊治能力提升工程建设单
位、国家和江苏省重症医学质
量控制中心、江苏省唯一的重
症医学诊疗中心，推动着全国
重症医学发展。中大重症团队
共派出 10 批医护专家驰援抗
疫一线，在武汉、黄石、黑龙江
和省内新冠肺炎救治一线发挥
了重要作用。

6 月 4 日，杨毅圆满完成驰
援东北的抗疫任务，平安归来。

本报记者 林元沁
本报实习生 王慧云

杨 毅：
“南征北战”抗疫攻坚

钱红英，苏州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总护
士长。疫情发生后，钱红英主动
请缨，成为我省第五批援湖北医
疗队苏州二队护理领队，在战疫
最前线火速建起三级护理管理
模式，及时守护患者生命线，筑
牢医护安全线。

2 月 9 日深夜抵达武汉，次
日清早前往武汉同济医院光谷
院区，49 岁的钱红英开启了“超
强待机”模式。实地查看、制定
方案、完善流程、培训沟通、协调
物资⋯⋯钱红英连续作战，三天
三夜没上床休息。

“ 到 武 汉 以 后 ，我 的 心 里
只有两件事。一是让病人早
日康复出院，二是让队员安全
回家。”钱红英心里清楚，作为
护 理 领 队 ，肩 上 的 担 子 沉 甸
甸，自己一刻不能松懈。在她
的努力下，团队仅用 26 个小时
就顺利启用病区，整建制接管
光谷院区 E3-7 病区的 51 张重
症病床。

钱红英从事呼吸内科临床
护理与管理近 30 个年头，曾参

与抗击非典、H1N1 和 H7N9 禽
流感等，实战经验丰富。病区启
用后，钱红英带领团队紧盯患者
护理质量，结合病区实际情况牵
头建立起“领队—护士长—护理
组长”三级护理管理模式，快速
理顺重症患者护理质量管理框
架;同时，她紧盯院感防线，从前
期培训到实际操作，不放过一道
流程，24 小时严格监督，确保无
漏洞。

“只要组织需要我，我就时
刻准备着。”这是钱红英请战出
征时的誓言。在武汉战疫的
50 个日日夜夜，钱红英带领护
理团队坚守了 300 个班次，其
间无一例护理并发症发生，所
在团队战斗 3 周，重症患者就
出院超三成，收到患者实名感
谢信 30 多封，得到了医生团队
的积极评价。

用柔肩扛起守护生命重任、
诠释使命担当，钱红英荣获我省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记功奖励，被
授予十佳“五一巾帼奖”个人等
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陈雨薇
本报通讯员 王俊杰

钱红英：
柔肩扛起守护生命重任

鲍连华，泰州市姜堰区融媒
体中心电视新闻部副主任。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他既当记
录员又当战斗员，用镜头、话筒
奋战在抗“疫”一线，记录现场、
捕捉感动，传递“姜堰速度”“姜
堰温度”和“姜堰力量”。

翻开姜堰电视新闻节目编
审单，疫情防控的消息 1 月 23
日第一次出现。“新闻现场就是
记者的战场”，鲍连华主动请缨
要求到发热门诊、到“疫”线采
访。姜堰先后确诊10名新冠肺
炎患者，鲍连华第一时间做好

“冲锋”准备，将肩扛大摄像机换
成小高清摄像机，用保鲜膜包裹
好，采访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一人一团队一方案”，精心救治
患者的感人故事；跟踪拍摄每一
位患者出院。《姜堰：一家三口新
冠肺炎确诊患者全部治愈出院》

《守护健康 守护爱》等新闻亮
相央视，同事称他为“三不”记
者：“办公室总有不灭的灯光，脚
步永远停不下来，好新闻有他在
就不会断。”

上午采访，中午写稿剪辑，
下午又是采访、连线并参加审
片。晚上，还主动到居住地社区
参加疫情防控工作。志愿服务

社区的 20 多天里，鲍连华采写
了多篇基层感人故事。疫情最

“吃紧”时，他坚持 24 小时值守
工作岗位。老父亲独居乡下，他
无暇顾及；女儿今年中考，他只
能通过视频加油鼓劲。

利用融媒体中心的优势，
鲍连华统一调度、统一指挥，运
用现场报道、视频连线、短视
频、文艺短片等形式，多角度、
权威性发布疫情防控新闻、科
普知识等。他还客串主持，有
模有样说起方言韵白，60 多段
小视频在抖音和朋友圈广为传
播。用航拍镜头记录特殊时刻
的《“静城”不静“空城”不空》，
登上“学习强国”平台。春节期
间，受疫情影响，鸿程食用菌种
植专业合作社的 20 万斤香菇
滞销。他迅速深入一线采访，
通过新闻报道、制作微视频，在
微信公众号、抖音平台推送，帮
助菇农销售。

“在重大危机面前，鲍连华
肩负起‘守望者’和‘护航者’的
职责与使命，展现了当代媒体
人的责任和担当。”姜堰区委宣
传部副部长、姜堰区融媒体中
心主任、姜堰区广电台台长殷
玉进说。

本报记者 卢佳乐 赵晓勇

鲍连华：
以镜头和话筒一线抗疫

在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公示的
首批 6 家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
中，金湖县榜上有名，为淮安市唯一。

金 湖 县 委 书 记 张 志 勇 告 诉 记
者，近年来，该县坚守“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以获批首批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为契
机，推陈出新、精雕细琢、紧盯市场，
让金湖旅游看头与说头并重、颜值
与气质并存、人气与财气兼收，实现
了从一张白纸到亮点纷呈、从旅游
洼地到水美天堂的精彩蝶变，成为
全省生态引领型全域旅游发展的突
出代表。

推陈出新
让旅游看头与说头并重

走进塔集镇黄庄，整洁的院落里
栽种着各类花草，农家门口的水井、
二八大杠自行车等老物件散发出浓
郁的乡土气息。载着民风与乡愁的

一间间民宿，给当地村民带来了乡村
新景和市场前景，变成名副其实的

“黄金屋”。
黄庄村村民黄少宏说，现在整个

村庄 169 户人家的房子通过规划改
造，家前屋后的沟渠清理得干干净
净，庭院种植乡土花草树木，吸引了
许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知青回到
第二故乡，感受乡愁。在特色村庄的
示范下，许多农民自发将自家房屋修
缮为富有当地特色的民宿，接待外地
游客。

去年，金湖县在荷花荡、水上森
林创成国家 4A 级景区的基础上，新
增玻璃栈道、水漾年华等特色体验项
目；按照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标准建
设的十里果林、沉浸式尧文化体验项
目——尧想国文旅区以及白马湖向
日葵故事等 3 个景区，相继建成开
放。今年，全县重点推进尧帝古城上
古文化园、金绿源乡野庄园二期、芦

湾景区以及马草滩 PPP 项目，全县旅
游吸引物的数量和质量不断提升。

精雕细琢
让旅游颜值与气质并存

赏荷季，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荷
花荡成为许多游客夏季出游打卡点，
清澈的湖水、摇曳的荷花、浓郁的莲
香让人流连忘返，其中的百荷园更是
全国独一无二。

荷花荡景区占地 1.2 万亩，精心
打造集农业观光、休闲度假、科普教
育、健康疗养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景
点，是全国知名的赏荷目的地。近年
来又重点培育出花果禽趣园、荷乡梵
音体验区、荷藕文化科技示范区等五
大功能板块,其中去年年底建成的水
主题都市农业综合体——水漾年华
项目，年接待游客可达百万人次。

一方面不断增强“看得见的硬实
力”，另一方面大力提升“看不见的软
环境”。金湖针对住宿设施接待短
板，大力推进君澜·水上森林温泉度
假酒店、尧想国·尧都度假酒店、明
发·温泉度假酒店、三禾禅修度假酒
店 4 个高等级酒店建设；开展酒店服

务、导游讲解、旅游统计等旅游技能
培训活动，提高景区从业人员职业素
养，全县旅游软服务得到明显改善。

紧盯市场
让旅游人气与财气兼收

5月1日，金湖水上森林景区开展
风筝节特色活动，接待游客5012人次；
尧想国文旅区国潮节各项活动更是火
爆朋友圈，云游尧想国线上直播吸引5
万人在线观看，接待游客4975人次。

金湖淡化“门票经济”，做足“后
备箱经济”和“夜游经济”，积极推进
民俗演艺节目定期在景区展演，鼓励
和支持非遗传承人在景区设立传承
室、工作站，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立足
南京、淮安、扬州等核心目标客户市
场，强化地铁、社区电梯、抖音等“近
距离”广告媒体投放，精心编制“乡
约、荷美、森氧、乐购”四季主题活动、
主题线路，旅游市场吸引力不断提
升。去年全县接待游客 350.5 万人
次，旅游收入达 42 亿元，同比增长
28.5%，增幅全市第一。
本报通讯员 李广忠 李 军 侯秀松

本报记者 蔡志明

淡化“门票经济”，强化“后备箱经济”和“夜游经济”

金湖：生态引领，打造全域旅游新增长极

我们的节日·

昨天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
节。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赛龙舟等
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同时组织
志愿者关爱弱势群体，给孤寡老人、
残疾人、低保户等送粽子送温暖，给
端午节增添了欢乐祥和的浓浓氛围。

掌端看直播“云端”过端午

6 月 25 日，江苏大剧院与运河
沿线多家剧院共同开启复工复产联
合行动——“大运河剧院联盟”端午
特别节目《我家就在岸上住》正式线
上放送。节目包括徐州梆子戏《母
亲》、苏州芭蕾舞团芭蕾舞剧《唐
寅》、无锡市歌舞剧院最新创作的舞
剧《河之始兮》、话剧《张謇》、戏剧联
唱《眷江城》、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交
流中心出品的音乐剧《西厢》、江苏
大剧院原创京剧《青衣》、正在火热
创排的原创话剧《朝天宫下》等。

6 月 23 日下午，南通市民赵含
烟早早打开手机直播链接，喊上爷
爷奶奶一同收看南通市“品味端午、
传承文明”线上节目。

受疫情影响，今年南通端午活
动在线上举办。网络直播活动分为

“承传统”“念国恩”“扬新风”3 个篇
章，通过观众喜闻乐见的小品、舞
蹈、朗诵、历史剧等精彩表演，吸引
了线上万人同看。

“我现在才知道端午节还有这
么多讲究！”看了小品《端午》，赵含
烟感慨，原本只知道端午节要吃粽
子赛龙舟，没想到过去还有挂菖蒲、
佩香囊、兰草沐浴的习俗。

粽子送上门 节日暖人心

为让社区的孤寡老人、残疾人、低
保户等弱势群体感受节日气氛，连云
港市海州区浦西街道财苑社区党委开
展了“关爱弱势群体 包粽子送温暖”
志愿活动。消息一出，居民们踊跃参
加。1个多小时的时间，大家就包好
400多个粽子，堆满了几大盆。

“粽子包好了，赶紧趁着新鲜送
去吧！”在财苑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
的带领下，热心居民来到残疾人李佩
荣家中。李佩荣因小儿麻痹，导致下
肢瘫痪，他的弟弟也不幸失明，兄弟
俩全靠80多岁的老母亲照顾。“李大
爷现在身体怎么样？生活上有什么
困难吗？”“大家都是邻居，有困难尽
管说，能帮上的我们一定帮！”居民们
你一言我一语，让李佩荣连声道谢。

财苑社区党委书记王月倚说，端
午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把粽子送给困
难群众，既弘扬了关爱弱势群体、助
人为乐的传统美德，也促进了社区和
谐，增强了凝聚力。

25 日，为贯彻落实“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文明旅游公益宣传要求，
连云港云台山景区管委会招募志愿
者，在花果山风景区举办端午节“文
明旅游我来拍”活动。

花果山风景区志愿者向游客发
出“文明旅游我来拍”活动邀请，参加
的游客可免费参与抽奖，领取西游文
创纪念品。短短 15 分钟，参与公益
宣传活动的游客超过60多人。

桌上有“五红”商家生意火

吃粽子、咸蛋，挂艾叶、菖蒲，南
通各大农贸批发市场及卖场超市热
闹非凡。

6月24日，在南通端平桥农贸市
场，市民王瑶手捧艾草、菖蒲在蔬菜
区采购，准备为家人烹饪一桌传统节
日大餐。“南通人端午要吃‘五红’，苋
菜是必不可少的‘一红’。”摊主陈爱
琴介绍，最近两天，苋菜、番茄等蔬菜
销量是平时的3至4倍，十分抢手。

走进海安市永辉超市冷藏区，冰
柜里堆满了各种口味的散装粽子，有鲜
肉、火腿、蛋黄馅儿的咸粽子，还有赤
豆、红枣、蜜饯馅儿的甜粽子。价稳货
丰的食品，吸引不少消费者驻足选购。

水上赛龙舟 线上看龙舟

6月25日上午9时许，泗洪县临淮
镇洪胜龙舟码头，古汴河上碧波荡漾，
锣鼓喧天，来自该镇8个村居、机关单
位及康源协会的10支参赛队伍200名
参赛选手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备赛。

裁判一声令下，一条条龙舟如离
弦之箭，劈波斩浪，奋勇争先。一时
间，湖面上鼓声阵阵，号子声声⋯⋯
一幕激昂奋进的画卷在观众面前展
开。居民和游客纷纷围在河岸边为
参赛队伍喝彩加油。

25 日，金鸡湖端午龙舟赛在苏
州工业园区月光码头开桨竞渡。细
雨中，56 支参赛队伍劈波斩浪，尽显
风姿。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现场的
加油呐喊声少了，更多的观众选择

“线上观赛”。
今年参赛的 1168 名选手中，包

括在苏外籍人士 108 人，来自法国、
德国、俄罗斯、巴西等15个国家和地

区。为了方便更多“洋苏州”观赛，
比赛特意采用了中英双语解说。

但受疫情影响，也有一些原本
计划参赛的外籍人士无法来到现
场。在直播间，主播通过视频连线
到多位国际友人。“我们本来已经
做好计划，今年要来苏州比赛的。”
加拿大人辛迪·梅克尔约翰非常遗
憾地说，现在她只能当观众了。

6月23日上午，淮安市里运河
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两岸彩旗飞
扬、鼓声震天。作为庆祝国际奥林
匹克日以及传统端午节的一项重
要活动，淮安市“农商行”第一届大
运河龙舟公开赛在此拉开帷幕。

上午 8 时 40 分，比赛正式开
始，4 艘龙舟犹如离弦之箭，奋勇
向终点冲刺。本届比赛将持续两
天，分为男子200米直道竞速赛和
女子100米直道竞速赛两个项目，
按照县区组、机关组、高校组、企事
业单位等组别进行。共 104 支队
伍报名参赛，组委会还特别邀请了
淮安市台资企业参加比赛。

众多洋粉丝 苏州来圈“粉”

6 月 24 日到 25 日，“Go Ji-
angsu”海外社交媒体粉丝采风活
动在苏州举行。来自德国、芬兰、
英国、加拿大、俄罗斯、印度等6个
国家的9名外籍粉丝走进苏州，在
金鸡湖畔包粽子，做香囊，观看龙
舟赛，感受端午佳节的魅力。

外籍友人安娜表示，苏州是
座古老而现代的城市，经济的快
速发展与文化的有机传承完美融
合。她对传统端午习俗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和众多外籍粉丝一起，
加入了做香囊、包粽子的行列，并
借助江苏省的海外社交媒体官方
账号进行了一场即兴直播，引来
众多外国网友的围观。

本报记者集体采访

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
云
﹄
间过端午

人间欢乐多

端午节，众多汉服爱好者齐聚南通濠河风景区，进行汉服走秀，尽展
汉服之美，弘扬传统文化。 许丛军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