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致敬的战“疫”英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篇“在武汉的日子，每天都像在打
仗。”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武汉
泰康同济医院感染四科副主任阿依努
尔说，等到将来战“疫”胜利那天，自己
最大的心愿就是好好看看这座美丽的
城市。

无暇欣赏江城美景的，远不止这
位50岁的维吾尔族女军医。近两个
月来，4000余名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
队员牢记人民军队宗旨，闻令即动，勇
挑重担，敢打硬仗，成为这座英雄城市
抗疫大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人民军队
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
主席决策部署，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
量，在疫情防控战场上发起一次次冲
锋。从荆楚大地到长城内外，全军一
万余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疫一线救
治。

他们，又一次为八一军旗增添光
彩！

他们，又一次为党和人民立下战
功！

“是军人，就要随时上
战场！”

这个春节，宋彩萍和儿子相拥的
画面，又一次感动网友。

5年前，从非洲抗击埃博拉病毒
归来的宋彩萍，和儿子紧紧相拥的照
片令无数人动容。出征前，她对11岁
的儿子说：“在那个美丽的地方，有人
生病了，需要妈妈这样的医护人员去
给他们看病。”

5年后的除夕，宋彩萍再次闻令
即动，向“疫”而行。

“1月24日中午，我正在值班查
房，接到了支援武汉的命令。”宋彩萍
立即回家准备行装。

背上行囊，她匆忙从桌上拿起一
只鸡翅，算是吃了年夜饭。

送行的人群中，5年前还依偎在妈
妈怀里的儿子，紧紧把妈妈搂在怀里。

面对已高出自己一头、长成半大
小伙子的儿子，宋彩萍无法像上次那
样“编造”“谎言”。她坚定而又歉疚地
说：“妈妈是军人，是军人就要随时上
战场！”

在火神山医院的日日夜夜，这名来
自陆军军医大学的护理专家和战友们
分秒必争，奋力抢救每一名病人。

“生死关头，必须争分夺秒！”火神山
医院重症医学一科主任张西京来自空军
军医大学，在ICU病房工作20多年，早已
习惯与死神“抢人”的读秒节奏。

迅速穿戴防护装备，冲入病房，快
速抢救……脚步匆匆、争分夺秒，是张
西京的常态。

快速诱导气管插管、有创辅助通
气……一名呼吸衰竭的重症患者被医
护人员从死神手中抢回。病例总结
时，张西京提高嗓门：“我们还可以再
快一点！”

一名心脏支架植入术后的新冠
肺炎患者，突然口鼻腔出血，凝血功
能出现异常，生命垂危。张西京果
断拍板：停掉抗凝药物，注射血浆，
补充维生素K。

张西京说：“抢抓第一时间，我们
就先胜一局。”几个小时后，患者转危
为安。

“哪怕睡觉，他都睡不踏实。”同是
学医的妻子王曦心心疼不已。丈夫挨
床就“秒睡”，却又睡得很轻。无论何
时，医院给他打电话，响不过三声他就
一定会接听。

在火神山医院，张西京更是“秒
接”电话——查房、会诊、讨论病例，协
调、开会、看现场、总结……只要有事，
他总会立即赶到。

“穿上军装，就要敢于
冲锋陷阵！”

毛青没想到，自己在病房里说的
一段重庆话，竟热传网络。

这位来自陆军军医大学的火神山
医院综合科主任，一直战斗在一线。
他参加过抗击“非典”和埃博拉，阻击
过禽流感，与高危污染物、烈性病毒打
了30多年交道。

那天，毛青查房，听说一位老婆婆
不吃饭，便开导她：“不吃饭就没营养
了，怎么回去遛你的小狗狗！”“我明天
再来看你，要看到你笑啊！”……

这个场景，被同一病房的老婆婆
外孙女用手机录了下来发到网上。毛
青对患者的关爱，让无数网友点赞。
有网友留言：“这是我听过的最好听的
重庆话。”

56岁，36年党龄，40年军龄。毛
青说，自己得配得上写进履历里的每
一个数字，对得起共产党员、军人、军
医这几个身份。

除夕夜，接到出征命令，毛青就像
一位战士听到冲锋号。“穿上军装，就
要敢于冲锋陷阵！”他说。

“他永远不知疲倦。”同事李琦说，
“有一次，我和他忙到凌晨1点，从火
神山医院回到宿舍，刚进门，他又赶往
金银潭医院，直到凌晨5点才回来，休
息了两个小时，又去火神山医院……”

在抗疫战斗中，每一名奋战在一
线的解放军指战员，都像毛青一样忘
我拼搏。

自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被
确定为北京市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定点

收治医院以来，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副主任苑鑫一直处于紧张的“战斗”
中。

“苑医生，37床血氧饱和度急速
下降、呼吸困难。”刚从隔离病房出来
的苑鑫，闻讯又迅速穿上防护服，再次
进入病房。

在呼吸重症医学领域摸爬滚打
15年的苑鑫，迅速组织团队调整治疗
方案，对患者进行紧急抢救。

两个多小时后，患者病情逐渐平
稳。此时，苑鑫已浑身湿透。然而，她
还不放心。为确保患者平稳度过危险
期，她又在病房坚守了一夜。

两个多月来，围绕提高治愈率、降
低病亡率目标，苑鑫从分子、细胞、功
能等多个层面，收集患者预警信息，科
学研判病情，果断施救，抢占先机，挽
救了多名危重症患者的生命。

“微笑有多美，明天就
多美！”

“大爷，答应我，一定要坚强。只
有您康复出院，才能好好照顾阿姨
……”

强忍着泪水，47岁的陈静反复叮
嘱，为75岁的患者鼓劲。

几天前，老人呼吸窘迫，病情加
重。火神山医院重症医学一科护士长
陈静和战友们紧急施救，把老人从生
死边缘拉了回来。

刚刚恢复自主呼吸，老人就急切
地询问患病妻子的状况，要求尽快从
重症监护室转到与妻子同一病房。

为让老人安心治疗，陈静让普通
病房的同事拍了一些他妻子的视频。

那天，看着视频里的老伴，老人露出了
久违的笑容。

那一刻，假如陈静没有戴口罩和
护目镜，老人一定能看到她挂在脸上
的美丽笑容。

陈静的笑容，被誉为“最美窗口笑
脸”。许多患者记住了她的微笑，也记
住了她的一句话：“微笑有多美，明天
就多美！”

6年前，在抗击埃博拉疫情的日
子里，陈静将微笑带到了遥远的利比
里亚；两年前，她的笑容伴随和平方舟
医院船的航迹，传给无数异国的病患
……

如今，这位来自海军军医大学的
白衣战士，将笑容带到了火神山医
院。虽然因为戴有口罩，患者看不见
她的笑容，却能从她充满笑意的眼神
里，感受到爱的力量。

在战“疫”的日子里，还有许多陈
静这样的军队医护工作者，给患者带
去一个个微笑，带给他们战胜疫魔的
希望和力量。

轻盈的脚步、温柔的语调、灿烂的
笑容……这是57岁的江晓静在人们
心中的印象。面对疫情，这位中部战
区总医院抗击疫情医疗专家组组长带
领战友们始终冲锋在一线。

抗疫“战斗”打响至今，江晓静带
领团队做了大量细致的临床观察分析
工作。她夜里查房后干脆直接在办公
室休息，凌晨时分还在微信群里跟进
了解患者病情……

护士长周勤说，江晓静是个“超
人”，干起活来不知疲倦。

作为传染病专家，江晓静常常
告诫医护人员：“即便戴着两层手
套，紧握患者的手也能传递温暖和
力量。”

春天来了，樱花盛开。江晓静和
她的战友们，正在和英雄的人民一起，
迎来胜利的曙光！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记者
梅世雄 黎云 贾启龙）

他们，闻令即动挑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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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海南隆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壹枚，现声明作废。

▲海口集益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骆卓群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

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1张和1本

《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房号：东

方碧海云天F6栋1806房，收据编

号为 DF：0001681 金额:620 元

整，合同编号：FA·DF0000060特

此声明作废。

▲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遗失汕

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琼）公章，声

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陈新(已去世)的家属自寻人启事见

报之日起60日内，与王诗俊同志

联系。

联系电话:18089807110

海南融和拍卖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于2020年4月1日10：00

在本公司按现状拍卖：3辆车、9辆摩

托车及电子设备一批（详见清单明

细）。保证金1.5万元。有意竞买

者，请于2020年3月31日17：00前

来我公司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办理竞

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电话：

0898-68522193。地址：海口市蓝

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

房。网址：www.ronghepm.com

声明
我公司现公示声明如下：2019年

12月31日前与我公司签订合作手

续与法律文书及承诺的相关人员，

请于2020年4月30日前来公司更

换存档，在规定期限内未更换的，

过期作废并自动失效，责任自负。

未经法人授权，使用本公司证照办

理相关事宜，本公司未在网上公布

▲ 蒲 惟 欢 （ 身 份 证 ：
460003199312160210）遗失 2张
海口容大博纳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于2018年7月10日开具的D302
号商铺物业押金收据，金额人民币
37044元，编号：0020794，金额人
民币15876元，编号：0002500，声
明作废。
▲谢开封遗失建筑施工特种作业
操作证，操作类：建筑起重机械司
机（塔 式 ）初 级 ，证 号 ：琼
A042019000525，声明作废。
▲杨帆遗失南昌水利水电高等专
科学校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专
业：水利水电建筑工程），证号：
00646945， 学 校 编 号 ：
113192000040000008，声 明 作
废。
▲海口中通盛大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6344202，声明作废。
▲陵水椰林陵城杨亚尾鸡肉摊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69034601109475，声明作废。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招商办公室遗失中国农业银行琼
中县支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Z6410000826501，声明作废。

海南昌江循环经济工业园区废旧

轮胎资源化利用项目环评

公示
根据国家法规及规定，征求附近居

民和单位对项目在环境保护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详细信息见网站：

http://www.zghbgjw.com/in-

dex.aspx?menuid=6&type=ar-

ticleinfo&lanmuid=15&infoid=

178&

建设单位：海南鑫锦再生资源利用

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元清

电话：18889619959

邮箱：2492429517@qq.com

海南省检察官协会

寻人启事
海南省检察官协会在处置1993年

期间部分干警购买的原南山电力

法人股票事宜的历史遗留问题中，

因时间久远，部分人员无法联系

上。请郭树全、柯景渊、文才华及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商铺招租

三亚解放 689 号二楼火锅店约

275平，凭海临风两套1房公寓招

租，18789575377,68535357

的项目及项目为异地机构的，本公

司概不予认可。本公司已严格要

求，不允许公司员工有收受他人财

物的行为，如有发现，我司保留对

事件当事人追究其刑事和经济责

任的权利。海南宇欣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2020年3月23日

▲张琪不慎遗失海南乐东西海岸

实业有限公司碧海明珠小区25栋

联排别墅7-101室，收款证明收据

1张，编码XHA：0002298 号，金

额：叁万元整，声明作废。

▲海南雅恒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坐落于陵水县英州镇清

水湾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一本，证

件号为：陵国用（英）第12882号，

特此声明。

▲定安县新竹供销合作社遗失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一本，证号：定安

国用新竹镇字第（）号，声明作废。

▲符明珊不慎遗失坐落于昌洒镇

更新村委会宝彩山北村集体土地

使用证，土地证号：文集用（2010）

第044976号，特此声明。

▲定安县定城镇深田村民委员会

加颜村第一村民小组遗失由中国

人民银行核发的银行开户许可证

一 本 ， 核 准 号 为 ：

J6410022821001，声明作废。

▲ 本 人 樊 辉 琳（身 份 证 号 ：

130121197610011419）不慎遗失

昌江通盛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收

据一张（收据编号：1134022），特

此声明作废。

▲李爱香遗失海南恒大金碧天下
住宅190栋2501号房海南恒大金
碧天下商品房收据一张，收据编
号 ：HN3012540，金额 ：128542
元，现声明作废。
▲张兰玲不慎遗失海南乐东西海
岸实业有限公司碧海明珠小区联
排别墅收款收据2张，22栋—5-
101编号：XHA0002242 伍万元
整 ； 22 栋 —5- 102 编 号 ：
XHA0002243伍万元整，声明作
废。
▲张琪不慎遗失海南乐东西海岸
实业有限公司碧海明珠小区联排
别墅收款收据2张，22栋—3-101
编号：XHA0002240伍万元整；
22 栋 —3- 102 编 号 ：
XHA0002241伍万元整，声明作
废。
▲冯小敏不慎遗失海南乐东西海
岸实业有限公司开具的碧海明珠
小区联排别墅24排5栋一101房
收 据 1 张 ，收 据 编 码 XHA：
0002294号，金额:叁万元，声明作
废。
▲定安县新竹供销合作社遗失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一本，证号：定安
国用新竹镇字第（）号，声明作废。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遗失
工会法人资格证书正、副本，工会
主席证书，证书号：211300008，声
明作废。
▲裘花不慎遗失三亚恒合融医院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三亚恒
大养生谷4-1-408房交款收据一
张，编号 0237057，房款 158029
元，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博鞍泽科技有限公司公章、
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因破损，声明
作废。
▲韩永轩、韩香遗失座落于锦山墟
新市场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
文国用（2016）第 W2101757 号,
特此声明。
▲柯雅奕遗失护士执业证书，证书
编号：201546001269，注册日期：
2015年3月20日，执业地点：海南
省人民医院，声明作废。
▲胡人月遗失三亚明珠实业有限
公司租赁合同保证金收据,收据号
0000098,金额 33750元，声明作
废。
▲儋州众和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现特此声明作废。
▲三亚碧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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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

在防疫条件下积极有序推进
春季造林绿化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
前印发《关于在防疫条件下积极有序推进春季
造林绿化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
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就在防疫条件
下做好今年春季造林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李克
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要求，积极有序
推进春季造林绿化工作，确保全面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

《通知》指出，积极有序推进造林绿化，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实现“十三五”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贫困人口就业增
收、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继续抓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积极有序开展造林绿化工作的重要意义，按照
疫情科学防控、分类指导的要求，因地制宜，分
区施策，积极有序开展春季造林绿化工作。低风
险地区要加快造林绿化进度；中风险地区要错时
开工、错峰作业、分散施工，安全有序开展春季
造林绿化。

《通知》要求，一是要统筹谋划造林季节安排，
落实春季、雨季、秋冬季造林任务。二是要灵活开
展义务植树和部门绿化，引导社会公众安全、有序
履行植树义务，落实国土绿化分工负责制，持续开
展森林城市、园林城市和森林乡村建设。三是要全
面提高造林绿化质量。四是要着力保护好造林绿
化成果，加强新造林管护，提高成活成林率。

上海研制新冠病毒
核酸标准物质获批

据新华社上海3月23日电（记者周琳）记者
23日从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获悉，上海研制的“新
冠病毒体外转录RNA标准物质”近日被批准为
国家级标准物质，能有效评价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试剂盒的准确性。这是新冠病毒首个由地方研制
成功并获国家批准的体外转录RNA标准物质，
可供国内外核酸试剂盒生产企业和研发机构使
用，研制及审批时间从一年以上缩短至两个月。

图为上海研制的新冠病毒核酸标准物质
的样品瓶。 新华社记者 周琳 摄

湖北115家A级旅游景区
已有序恢复开放

据新华社武汉3月23日电（记者喻珮）截至
23日中午12时，湖北省共有115家A级景区，经
当地防疫指挥部批准，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
前提下，有序恢复开放。湖北共有421家A级景
区，目前恢复开放占比超四分之一。

记者从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恢复开
放的景区中包括襄阳市24家、宜昌市18家、黄石
市2家、十堰市48家、荆州市4家、荆门市3家、孝
感市3家、黄冈市12家、随州市1家，所开放旅游
景区及路线主要为赏花游等当季景点。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23日晚同法国总统马克龙
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今年1月以来，在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期，我同总
统先生3次通话，充分体现出我们之
间的高度互信以及中法关系的高水
平。两国发扬彼此同情支持的友好传
统，相互援助医疗防疫物资，为各国人
民守望相助、共克时艰树立了榜样。
我密切关注当前欧洲和法国疫情发
展。法方正在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防
控措施，我向法国政府和人民致以诚
挚慰问并表示坚定支持。中方愿继续
向法方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习近平应询介绍了中方疫情防控
的形势，强调中法共同肩负着维护国
际和地区公共卫生安全的艰巨责任，
双方应精诚合作，推进联合研究项目，
加强国境卫生检疫合作，支持世卫组
织工作，共同帮助非洲国家做好疫情
防控，努力打造卫生健康共同体。中
方愿同法方一道，推动有关各方加强
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框架下协调
合作，开展联防联控，完善全球卫生治

理，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其他有需要的
国家加强能力建设，抵御疫情给世界
经济带来的冲击，让合作的阳光驱散
疫情的阴霾。

马克龙介绍了当前法国国内疫情
形势及采取的有关措施。马克龙表示，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巨大的勇气和
果断的措施，在短时间内有效控制住疫
情，我对此表示高度赞赏。法方由衷感
谢中方提供的宝贵支持和帮助。法方
愿同中方开展双边卫生合作，并共同推
动各方在二十国集团、世卫组织等多边
框架内加强合作，携手战胜疫情，应对
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

两国元首同意保持密切沟通，推
动双边各领域交往合作，确保中法关
系继续在高水平上向前发展，维护中
法、中欧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23日晚同英国首相约翰逊
通电话。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对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表示诚挚慰问。习近平应询介绍
了中方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举措，强

调希望英方同中方加强配合，在保障
必要人员流动和贸易通畅的同时，将
疫情扩散风险降至最低。中方愿向英
方提供支持和帮助。相信在首相先生
领导下，英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疫情。

习近平强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保护海外中国公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希望英方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维
护好在英中国公民特别是留学生的健
康安全和正当权益。

习近平指出，病毒不分国界、不分
种族，全人类只有共同努力，才能战而
胜之。各国要在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
框架内推进合作，加强信息和经验交流
共享，加强科研攻关合作，支持世卫组
织发挥应有作用，推动完善全球卫生治
理，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稳市场，保
增长，保民生，确保全球供应链开放、稳
定、安全。相信战胜疫情后，中英相互
理解会更深入，共识会更广泛，两国合
作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前景。

约翰逊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经过艰苦努力和巨大付出，防控疫
情取得了不起的成就，我对此表示祝
贺。当前，英国疫情形势严峻，英方正

在研究借鉴中方有益经验，采取科学
有效防控措施。英方感谢中方提供的
宝贵支持和帮助，将尽力照顾好在英
中国公民特别是留学生的健康和安
全。我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的看法，
疫情面前，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
各国应加强合作。英方支持世卫组织
发挥重要作用，希望各方在二十国集
团等多边框架内深化有关合作。中英
两国今年将分别举办《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和《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
大会，双方要以此为契机，推动国际社
会加强卫生防疫合作。我期待同习近平
主席保持密切交往，疫情过后早日访
华，共同推动英中关系发展。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23日晚同埃及总统塞西通
电话。

习近平指出，这段时间，疫情在全
球多国多点暴发。事实再次表明，人
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各国必
须团结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将同各
国一道，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
强国际防疫合作，携手应对共同威胁

和挑战，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疫
情发生后，埃方对中国抗击疫情表达
了支持，体现了中埃风雨同舟的深厚
友谊和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
平。埃及当前也面临抗击疫情的紧迫
任务，中方愿同埃方及时分享疫情信
息、防控救治经验、医疗研究成果，提
供医疗物资，支持埃方疫情防控工作，
共同抗击疫情。相信这次携手抗击疫
情，将加深中埃两国传统友谊。中方
高度重视发展中埃关系，愿同埃方携
手努力，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把中埃
关系打造成构建中阿和中非命运共同
体的先行先试样板。

塞西表示，中国抗击疫情取得了积
极进展，这再次证明主席先生的英明领
导是坚强有力的，中国人民是团结伟大
的。埃方一直坚信中国能够成功战胜
疫情，而且必将更加强大。埃方感谢中
方提供的支持和帮助，相信通过共同抗
击疫情，埃中两国友好关系将更加深
入。埃中是特殊友好的伙伴。我高度
重视埃中关系，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
进两国各领域务实互利合作，加强在
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调。

习近平分别同法英埃三国领导人通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