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06【综合】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 E—mail:ldwbgh@126.com│校对 张旭│美术编辑 刘红颖│本版编辑 康雪冬│2020年 2月 5日·星期三

疫情防控升级下的湖北黄冈探访录

2月3日下午， 钟南山医学基
金会援助的一批医用物资抵达蕲
春县。 这批物资包括60件空气消
毒机、 160件空气净化器、 13件
杀菌除味器、 121桶消毒液、 4箱
百寒消等。

欣喜和感谢写在前来接收物
资的工作人员脸上， 但仍有困难
存在。

疫情来势凶猛、 各项准备不
充分， 加上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的革命老区， 黄冈疫情防控面临
的突出困难， 就是医疗救治能力
仍然不足。 部分县市床位紧张，
乡村医护力量短缺， 定点医疗机
构分类分区不到位， 存在交叉感
染风险。

1月28日， 黄冈市麻城市的
确诊病例还只有9例， 2月3日已
猛增至125例。 此外， 有近70万
人从武汉返乡回到黄冈。 其中，
仅麻城就有近5万人。

麻城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彭晓
光介绍， 该院感染科只有20多名
医护人员， 不得不从全院其他科
室抽调180多名医护人员支援隔
离病区。

防疫物资的短缺也困扰着一
线救护工作。 记者注意到， 黄冈
市辖内的定点医院， 几乎无一例
外都发布了接受爱心捐赠的公
告， 请求社会的 “援助之手”。

黄冈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副指
挥长郭应虎说， 黄冈市每天需要
防护服面罩、 眼罩、 N95和医用
外科口罩、 防护靴各2万个， 现
在全市库存已告急。 “我们正在
千方百计将最好的医疗资源投向
定点医疗机构。”

床位紧张问题在黄冈表现尤
为突出。

“黄冈正在加快补齐床位短
板、 分区短板、 设施短板和管控
短板。” 邱丽新在2月1日的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 加紧临时征用宾
馆、 招待所、 学校等场所设置临
时发热病人留观病室。 按照确诊
病例 、 疑似病例 、 隔离留观病
人、 发热病人等四类人群分区留
观收治， 确保一人一室， 避免交
叉感染。 并做好定点救治医院、
集中救治场所、 隔离场所内外24
小时管控， 解决 “排队长、 秩序
乱、 等候长” 问题。

2月1日上午， 山东第二批医
疗队投入到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
疑似病例救治楼， 将288例疑似
病例陆续转入。 截至目前， 共有
2支省外医疗队共计549名医务人
员支援黄冈，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黄冈基层医疗不足的问题。

未来一段时间， 农村地区将
是这场疫情防控的重点和难点。
有群众反映， 一些乡村还存在村
民集聚、 走亲串友等现象， 人员
排查没有做到全覆盖， 农村消毒
防疫的盲区还有待消除。

“全镇所有村庄都安排了专
门人员， 加紧走村串户， 不停宣
讲防疫政策， 劝说村民少出门多
防护。” 正在农贸市场检查消毒
防疫工作的黄梅县独山镇党委书
记马聪告诉记者。

“刚开始还有不少人没有认
识到重要性， 通过各种形式的轮
番宣传， 现在有了明显改观。 连
村里老大爷、 老太太都能讲出几
条 居 家 防 护 的 措 施 ， 让 我 们
也稍微放心了。” 马聪表示， 社
会各界共同努力， 我们一定会战
胜疫情！ 据新华社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教育
部2月4日发出提醒， 在原计划正
式开学日之前， 各地中小学和校
外培训机构不要提前开始新学期
课程的网上教学。

目前， 为保证防控疫情期间
中小学校 “停课不停学”， 各地
教育行政部门、 中小学和一些校
外培训机构按照学校正常教学计
划， 纷纷安排免费线上课程， 为
中 小 学 生 如 期 学 习 提 供 了 便
利条件。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由
于现在正值寒假期间， 学生需要
完成寒假作业， 过早提供新学期
线上课程， 将会增加学生学业负

担。 为此， 教育部提醒各级教育
行政部门、 中小学和校外培训机
构， 在各地原计划的正式开学日
之前， 不要提前开始新学期课程
网上教学， 可安排一些疫情防护
知识、 心理健康辅导、 寓教于乐
等方面的网上学习内容， 确保学
生度过愉快的假期。

同时，教育部提醒广大家长，
在防控疫情严峻形势下应把孩子
身心健康放在第一位， 珍惜宝贵
假期，不过度施加压力，科学、适
度安排孩子学习、生活和锻炼。也
希望行业组织要加强引导， 带领
各培训机构坚决落实中央决策部
署，同舟共济，共克时艰。

新华社电 针对湖北省红十
字会在捐赠款物接收分配中的有
关问题， 湖北省纪委监委迅速开
展调查核实工作。 4日， 湖北省
纪委监委就湖北省红十字会有关
领导和干部失职失责问题进行公
开通报。 通报显示， 经湖北省纪
委监委研究并报湖北省委批准，
免去张钦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
专职副会长职务； 另有多人受到
处分。

通报显示， 经调查， 湖北省
红十字会有关领导和干部在疫情
防控期间接收和分配捐赠款物工
作中存在不担当不作为 、 违反
“三重一大” 规定、 信息公开错
误等失职失责问题， 依据 《中国
共产党问责条例》 《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 《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 等规定， 经湖北省

纪委监委研究并报湖北省委批
准， 决定免去张钦湖北省红十字
会党组成员、 专职副会长职务，
并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 政务记
大过处分； 给予湖北省红十字会
党组成员陈波党内严重警告、 政
务记大过处分； 给予湖北省红十
字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高勤
党内警告处分。 湖北省红十字会
其他责任人员按照干部管理权限
由有关党组织依纪依规处理。

通报指出， 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是当前的头等大事， 在这场
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的战斗中， 湖北纪检监察机关
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中央纪
委、 省委重要决策部署， 强化监
督执纪， 严肃追责问责， 切实为
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坚强有力纪律
保障。

教育部：各地不要提前开始新课网上教学

湖北省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失职失责被免职

自划线高校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推迟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记者昨

天从教育部获悉， 教育部要求各
地各招生单位在疫情流行期间不
举办大型聚集性活动和考试，及
时调整本地区本单位2020年研究
生考试招生近期有关工作方案。

据悉， 教育部已专门印发通
知， 要求各地各招生单位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有关精神和教育部相关通知要
求， 把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放在第一位， 及时研究、 调
整、 部署本地区本单位2020年研
究生考试招生近期有关工作方
案， 并全力做好考生服务工作。

通知明确， 原定近期举行的

自划线高校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
工作和有关招生单位博士研究生
考试招生工作等推迟举行， 具体
工作安排由各相关招生单位在所
在地省级高校招生委员会指导
下， 结合本地本单位疫情防控情
况自行确定。 原定4月初左右进
行的全国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是
否延期， 将视疫情防控进展情况
另行通知。

通知要求， 疫情流行期间，
各地各招生单位要尽可能利用信
息技术手段， 畅通考生联系咨询
通道， 及时、 主动、 准确发布考
试招生相关信息 ， 回应考生关
切， 确保研究生考试招生各项工
作安全平稳有序。

2月3日上午， “新华视点” 记者一行驾车行驶在从武汉到黄冈的高速公
路上。 空旷的路上车辆稀少。 汽车驶过之处， 惊起两只在路面溜达的鸽子。

截至2月4日13时， 作为毗邻武汉的地级市， 黄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病例确诊人数已达1422例， 仅次于武汉， 备受各界关注。

在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下， 黄冈市实行了前所未有的严格管控措施。 当
前的疫情趋势和防控情况如何？ 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2月3日晚，3所“方舱医院”在武汉开建，至4日早上，已搭起数百张
临时病床。这三处“方舱医院”位于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洪山体育馆和武
汉客厅，以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轻症患者为主，将提供3400张
医疗床位。 这是2月4日拍摄的洪山体育馆内部。 新华社发

黄冈市区的街头安静冷清，
昔日热闹喧哗的街道上， 除了值
守各个路口禁行关卡的工作人
员， 行人寥寥无几。

疫情发生以来， 管控措施一
再升级。 2月1日起， 黄冈市区严
格控制居民出行。 每户家庭每两
天可指派1名家庭成员上街采购
生活物资 ， 其他人员除生病就
医、 疫情防控工作需要、 在商超
和药店上班外， 不得外出。

黄冈市市长邱丽新介绍， 实
行严格管制后， 全市征调出租车
分配到各社区居委会统一调度，
用于紧急交通保障。 运输医疗物
资、 生产生活物资的车辆， 经检
测后方允许通行。

“这么严的限行令是为了减
少人流量， 减少传染风险， 我觉
得很有必要。” 刚从超市买菜回
来的黄冈市民周立纯说。

在黄冈市建新社区的一个小
区门口， 记者看到， 门卫及物业
管理人员正在对出入者进行登
记， 包括电话号码、 外出目的、
何时回来等信息均记录在册， 同
时还对他们测量体温。 在给一位
外出采购的住户开门时， 管理人
员叮嘱她 “别跑远了”。

“物业、 业主委员会和小区
党支部会派志愿者轮班， 协助我
们管理出入人员。” 小区门卫介
绍 ， “我们在微信群里面也通
知， 每家每两天派一个人出去买

菜， 其他人不允许出去， 工作人
员必须出示证件才能出去。”

在黄冈市黄州区， 一些小区
号召党员轮流到小区门口值班，
协助物业及管理人员做进出人员
登记、 测量体温等工作， 还有住
户志愿协助小区集中采购物资，
减少人员出入带来的传染风险。

2月2日下午， 记者从黄冈市
蕲春县漕河镇付畈村出发， 前往
附近超市 。 小区楼下的十字路
口， 三个方向都设立了路障， 戴
口罩的工作人员全天值守。 参与
疫情防控、 医疗救护、 应急救援
的车辆， 可以凭指挥部开具的临
时通行证通过路障， 无证车辆则
被劝返。

2月2日， 黄冈发布通告， 要
求除商超、 集贸市场、 药店外，
其他经营性商业场所暂停营业，
且经批准的经营性场所须严格落
实人员限流及防控措施。

记者在黄冈市黄州区 西 湖
三 路 大 润 发 超 市 看 到 ， 入 口
处设有排队区以及 “请保持1.5
米间距有序排队 ” 的提示牌 。
通 过 排 队区的顾客经由工作人
员测量体温， 并确认佩戴口罩后
方可进入。

走进卖场内部， 记者看到，
大多数区域人影寥寥， 只有生鲜
蔬果及其他食品区聚集了约20位
顾客， 架上商品比较丰富， 数量

也较为充足。
“我们专门成立了采购小组，

这些都是从武汉调配的。 我们店
每天可以采购到两车近10吨的
货。 ”超市店长刘飞介绍，有些菜
虽然进价上涨， 但仍按节前价格
亏本销售，以保证价格稳定。

在黄冈市蕲春县漕河镇， 记
者观察到， 临街商铺基本都是关
门状态， 仅有几个小超市仍在营
业。 走进永辉超市， 只见这里商
品种类齐全 ， 从398元一盒 （5
斤） 的进口车厘子到0.99元一斤
的砂糖橘， 都吸引了一些顾客。
熟食区上贴有告示： “为保证疫
情期间食品安全， 暂停售熟食相

关产品。”
记者发现， 除了口罩等防护

用品较难买到， 基本生活需求还
是能够得到保障。

据邱丽新介绍， 全市财政已
下达防控资金41639万元 ， 多方
采购和调集防护用品 、 救治药
品， 开辟绿色通道， 保障快速通
行。 规范物资发放， 做到进出日
清日结。 目前， 供水、 供电、 供
气、 供油、 通讯这些方面能够保
证， 粮食、 蔬菜、 肉蛋奶等生活
必需品供应没有问题。

据悉 ， 目前全市 累 计 接 收
3.08亿元社会捐赠资金和价值
4046万元的防疫物资。

升升级级的的管管控控措措施施有有多多严严？？

生生活活物物资资供供应应如如何何？？

医医院院收收治治能能力力告告急急将将如如何何应应对对？？

武武汉汉抢抢建建““方方舱舱医医院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