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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戊戌年十一月十一

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
锲而不舍、驰而不息进行努力，不能因现
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也不能因理想遥远而
放弃追求。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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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庚子年正月廿一

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变化，各项工作也不断面临新情况新

问题，要密切跟踪、及时分析、迅速行动，坚定有力、毫不懈怠

做好各项工作。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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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就医：如有不适，尽快就医，沉着冷静，谨遵医嘱！

江西日报讯 （记者 刘勇） 2月12
日，省委书记、省委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刘奇来到省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召开
调度会。他强调，疫情防控正处于胶
着对垒状态，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强化信息化手
段在疫情防控、经济恢复、民生保障
等各领域的应用，不断提升网上办事
效率、远程服务质量，让群众和企业
不出门就能办成事、办好事，努力将
疫情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省领导赵力平、施小琳、孙菊生
一同调度。

省远程医疗会诊中心连接着15家
省级医院和80多家县级医院。刘奇视
频连线了中心正在值班的医疗专家和
丰城市人民医院、修水县人民医院，
向医护人员致意，询问远程会诊的应
用及效果。刘奇还通过5G查房系统，
与正在修水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患
者对话，鼓励他坚定信心，祝福他早
日康复。刘奇指出，救治工作线长面
广，要坚决实行分级分类诊断救治办
法，对重症、危重症病例要集中到重
点医院集中力量集中资源救治，对于
轻型和普通型症状病例，要以市县就
地治疗为主，通过网络视频会诊系
统，整合省级优质医疗力量提供强大
的技术支撑，确保治疗效果。

“赣服通”是我省政务服务的手机
端平台。疫情发生以来，刘奇反复要求
发挥“赣服通”功能，强化政务服务掌上
办，实现办事不出门、疫情不上门。他视
频连线了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省
税务局税务服务中心、蚂蚁金服集团城
市服务部，了解群众通过“赣服通”在线
挂号预约、网上问诊，缴纳养老保险、医
疗保险，预约申领口罩等情况，对取得
的积极成效给予肯定。刘奇指出，此次
疫情是对“赣服通”最直接检验，要以问
题和效果为导向，以群众和企业需求为
着力点，不断加强推广、优化功能、提升
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确保在“赣服通”
办事办得了、办得快、办得好、办得满
意。

为确保中小学生在延期开学期间
有所学、有所乐，2月10日起，我省开
展了统一课表、统一教学进度、统一
教学要求的线上教育教学。刘奇视频
连线了南昌师范附属小学录播教室，
与正在录制线上教学视频的教师交流
互动。听说她们正在录制思政课，刘
奇嘱咐说，当前，全国人民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
一心、众志成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
全国人民攻坚克难、勠力同心的英雄
气概，要把这些最生动的事例讲好，
把这些最鲜活的教材用好。刘奇指
出，开展线上教学，要根据不同阶
段、不同地域的学生提供更具针对性
的内容，提升教学实效。要坚持学科
教育与素养培养相结合，寓教于乐，
加大心理引导疏导力度，缓解压力。
要建立与高校学生的日常联系，及时
掌握动态、提供帮助。学校是学生的
第二故乡，要加大与在赣学习的湖北
籍、武汉籍学生的联系，在最困难时
期给予第二故乡最真诚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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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病、确诊，到隔离、治疗，每一个环节
都没有耽搁，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真是一个幸运
的人，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2月10日，乐平女
孩王青青（化名）对笔者说道。从1月21日因身体
不适入院，到确诊为景德镇市首例新冠肺炎患
者，经过9天的治疗出院后，再经过1周的医学
观察，同时等待家人隔离期满，2月9日，王青青
终于一家团聚。

“妈妈，我不舒服”
1月20日，26岁、在武汉工作的王青青准备

与母亲、爱人、儿子一同回乐平过春节。这时，她
已经感觉到身体不适，恶心、头晕。“虽然看过新
冠病毒的报道，但怎么也没想到会轮到自己啊。”
王青青说道。当天回到乐平后，王青青恶心程度
继续加剧。她终于忍不住说：“妈妈，我不舒服。”

1月21日，王青青和爱人来到乐平市中医

院，接诊的汪映庭医生听说王青青刚从武汉回
来，当机立断让她去拍了胸片，果然显示肺部有
感染。随后，王青青转入乐平市人民医院感染
科，并迅速隔离。当天，乐平市疾控中心流行病
学调查人员来到王青青家，为每个家庭成员量
体温，并送上隔离告知书，一再叮嘱居家隔离事
项。第二天，对王青青家进行全面消毒。王妈妈
的心，悬了起来。

9天“生死劫”
进入隔离病房，王青青还抱有一丝幻想：

“也许弄错了，不是新冠病毒呢？”1月25日，王
青青被确诊为景德镇市首例新冠病毒肺炎患
者。乐平市高度重视，人民医院迅速组建专家治
疗组进行治疗，24小时健康监护，真正严峻的考
验很快来临。

王青青开始发烧，吃什么都呕吐，头晕得厉

害，浑身没有力气。她开始慌了，心情也越来越
“丧”。即使每天都和家人视频，她仍旧整夜失
眠，开始害怕，担心家人被传染。

在王青青最困难的时候，她的主治医生程
如虹给予她莫大的鼓励，时时安抚她：“治疗是
一个过程，要有信心，保持好心情，提升自身的
免疫力战胜病毒！”

进入第五天，王青青觉得自己一定要振作
起来。在医生护士的鼓励下，她努力恢复饮食，
吃不下硬塞也要吃几口，尝试下床走路、深呼
吸、练瑜珈，甚至拿着手机来一次“全民K歌”，避
免自己胡思乱想。

从第六天开始，王青青的状态越来越好，连
续3天体温正常，3次肺部医学影像好转，2次核
酸检测均呈阴性，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1月30日，王
青青从乐平人民医院出院，成为景德镇市首例
确诊患者出院病例，也是全省县级二甲医院收
治的新冠肺炎确诊患者首例出院病例。

庆幸与感动并存
王青青出院后，由于家人隔离期未满，她暂

时入住医学观察点，“原来是家人担心我能否治
愈，现在我开始数着日子担心家人的健康”。面
对严峻的形势，她有时会想，假如没有及时就
诊、假如隔离消毒不到位、假如传染给了家人
……这一切不曾出现的假如，都让她庆幸不已。

她也想起了围着她转的十几名医生护士，
“他们穿着防护服、戴着手套，护目镜上有时因
为水汽而白花花一片，每次来帮我打针、抽血，
护士们都要瞪大眼睛，好像是努力从护目镜的
缝隙里看清楚血管，给我治疗这么多天了，我连
他们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在等待的日子里，每天王青青和家人都在
视频里互相加油打气，疾控人员仍旧每天上门
量体温，做好消毒工作。隔离期间，王青青的宝
宝发烧了一次，医生第一时间进行诊治，后被确
诊为普通感冒，让大家虚惊一场。

2月9日，宝宝的病好了，家人们也隔离期
满，无一感染。王妈妈放下心来，高高兴兴地做
了一大桌菜，一家人开心地过了一个年。笑称自
己“就像是得了一场重感冒”的王青青告诉大
家：“别害怕，会好的。要相信自己、相信医护人
员、相信党和政府，一定能打赢这场战‘疫’，因
为不止你一个人在战斗！”

“别害怕，会好的”
——回访我市首例新冠肺炎治愈患者

□ 朱媛媛

本报讯（记者 程华） 2月13日上午，市委
副书记王前虎来到昌江区西郊街道森林社区和
枫叶小区调研疫情防控工作，他强调，社区作
为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要把工作落实、落
细、落到实处，要在工作中体现人文关怀。

王前虎一行首先来到森林社区，并为社区
送来了口罩、消毒液等防护物资。当听到社区
主任关于外来人员排查、向居民免费发放口

罩、聘请专家对管控小区居民进行心理疏导等
疫情防控工作措施汇报时，王前虎对社区工作
予以了肯定。他强调，社区作为疫情防控工作
的第一道防线，事关我市疫情防控大局，要坚
决克服疲劳厌战情绪，不能麻痹大意、心存侥
幸、放松措施，要紧绷这根弦，做好外来人员
排查工作，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切实
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在枫叶小区，王前虎仔细了解了该小区整
体封闭管理等情况，向坚守在一线的各部门防
控人员表示了衷心感谢和诚挚慰问。他要求，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服务好小区居民
对生活物资等方面的需求，切实在工作中体现
人文关怀；要主动了解每户居民的生活需求、
健康状况及心理动态，进一步将服务工作做细
做实。

把工作落实落细落到实处 体现人文关怀
王前虎调研森林社区疫情防控工作

2月10日中午12时许，天空下起了丝丝小
雨。全市社区、村庄实行封闭式管理以来，社
区防控值守情况如何？记者来到了珠山区新村
街道梨树园南苑小区进行了现场采访。

“各位居民你们好，按照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应急指挥部公告精神，从 2 月 5 日 18 时
起，梨树园南苑大门将实行只出不进的封闭式
管理，请各位居民知悉……”还没走到梨树园
南苑大门口，便听到清晰的广播声。

来到大门口，只见围墙的右边贴有社区紧
急通告，通告对封闭式管理期间的进出人员、
车辆管理，居民外出上班、购物和看病都有详
细的要求。在大门左侧，是一顶占地约10平方
米的露天帐篷，底部四周张挂的是一幅幅蓝底
白字的标语：“生命重于泰山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出门请把口罩戴 于人于己都
是爱”的字样格外醒目，5名身穿红马甲的值
守人员站在大门入口两旁，对进出的行人和司
机逐一测量体温、查验通行证。

“主任，吃饭啦！”12时45分，有人把一份
盖浇饭送到了大门里的一顶帐篷内，梨树园社
区党委书记、主任余梅这才开始吃起中饭。她
向记者介绍，从5日开始，梨树园社区开始了
封闭式管理，工作十分繁重，最主要的困难就
是人手不够。让她感到欣慰的是，社区居民在
看到志愿者招募信息后，有不少人主动报名参
加。景德镇日报社也派出人员予以支持。

正如余梅所说，在场的5名值守人员中，
就有2名小区居民志愿者。居民吴银花是名退
休女工，春节后，她工作的餐饮店还没有开

工。于是，她就主动参加义务值守。她说，第
一天值守时间很长，随着报名人数增多，社区
安排她每天只要值守2小时。社区居民周燕红
在市广播电视台工作，一开始，她丈夫天天当
志愿者参加值守，她也报了名，参加社区检疫
点的义务值守。

雨越下越大，余梅放下手中的碗，把提前
准备好的雨衣让大家穿起来。记者看到，不大
的帐篷内，除了一些宣传资料、几把椅子和一
张小桌子外，还有一个专门为晚上值守人员准
备的取暖器。

“请您出示通行证”“您是住哪个花园小区
的”“请您配合一下测量体温”……下午1时过
后，进出的行人和车辆渐渐增多，5名值守人
员又开始忙起来。

雨中值守
——梨树园南苑小区值守点见闻

□本报记者 陈少林

本报讯（朱善轩）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作为我市中心主城区的珠山区
坚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市疫情防控期间保障人民群
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工作要求，多措并举、多管齐下，扎实做好全
区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供养对象的社会救助工作，用实际行动和务实作风切实
维护了全区社会和谐稳定大局，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奠定了基础。

保基本。优化现有预算资金安排，统筹重点民生支出，强化与相关金融机
构沟通联络，精简发放程序，于今年2月3日提前发放了2月份9297户1.34万
人的低保金558.6万元，城镇特困对象169人的供养金19.7万元，农村分散特困
对象7人的供养金5950元。

大排查。组织专门力量对全区14个村、54个社区因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生
活困难的人员情况进行全面摸排，确保一个不漏。截至目前，已累计排查特困
供养对象347户次、350人次，低保对象1.79万户次、2.64万人次。

兜底线。充分发挥临时救助“兜底中的兜底”作用，及时将因疫情被隔离
的困难人员纳入临时救助范围，简化办事流程，确保及时有效救助。目前，已
经下拨19.5万元临时备用金用于救助疫情期间发生紧急、突发事件的困难人
员。

珠山区全力做好
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救助工作

出院那天，王青青和医生开心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