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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新冠肺炎疫情

中，醫護人員感染問題令人痛心。昨日，國家衛健委副主任

曾益新表示，截至2月11日24時，全國共報告醫務人員確

診病例1,716宗，佔全國確診病例的3.8%。其中，有6人不

幸死亡，佔全國死亡病例的0.4%。多個部委介紹，已出台

多項措施保障醫護人員的權益，包括為疫情防控一線醫務人

員和防疫工作者發放臨時性工作補助，以及開通醫務人員工

傷認定綠色通道。

��(���

感染新冠肺炎的醫護人員中，
湖北省佔絕大多數。

官方數據顯示，湖北省報告了
1,502宗醫務人員確診病例，佔全
國醫務人員確診病例的87.5%，武
漢市報告了1,102宗醫務人員確診
病例，佔湖北省醫務人員確診病例
的73.4%。
國家衛健委表示，上述數據的來
源，並未確定是醫院內感染還是社
區獲得感染。

中央財政全額負擔
多個部委已聯合出台多項政策，

盡量為一線醫護人員提供保障。
財政部部長助理歐文漢表示，截

至2月13日，各級財政用於醫療設
備和防護物資購置、支持改善醫療
衛生機構設施條件的支出，達到
259.4億元（人民幣，下同）。對
參加一線疫情防控的醫務和防疫工
作者，按照風險程度等因素，分別
給予每人每天300元、200元補助
金，資金由中央財政全額負擔。
對感染新冠肺炎的醫務人員，給

予工傷保險保障，並且開通工傷認
定綠色通道，切實保障醫務人員合
法權益。此外，對作出傑出貢獻的

醫務團隊和個人，及時進行表彰和
獎勵。參與新冠肺炎疫情防治工作
的防疫人員享受的衛生防疫津貼標
準也有提高。
針對一線醫護人員緊缺的問題，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副部長張義全
表示，已專門對一線醫療機構臨時
增補人員採取特殊措施，通過簡化
程序、線上招聘的辦法，進行線上
面試、考察，直接招用、聘用。現
在，已有四個省的十個市州，已經
採用這種辦法補充了工作人員，直
接到一線工作。

湖北以外病例「十連降」
曾益新並通報說，除湖北外，全國

其他省份新冠肺炎新增確診病例數從
2月3日的890宗下降至2月13日的
267宗，實現「十連降」，即連續10
日呈下降態勢。同時，新增疑似病例
也由2月6日的2,211宗的高峰持續下
降到2月13日的1,296宗。
「這些都提示，前期的防控有力

有效，需要繼續鞏固防控的成
果」，曾益新說，下一步既要毫不
放鬆抓好疫情防控工作，也要積極
推動恢復經濟社會秩序，保持經濟
平穩運行和社會和諧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我是
在登上前往武漢的飛機前，才打電話告訴男朋
友，我要到武漢支援了。」廣東省支援湖北疫情
防控醫療隊護師梁玉嬋回憶說。那是除夕夜晚，
接到電話的男朋友，聽起來像是要哭了一樣。
「他講了快半小時，一直在叮囑，我第一次知道
他能這麼囉嗦。」

「男友笑我『大頭蝦』」
梁玉嬋笑說，她幾乎是下意識地第一時間報名
支援疫區，連和男朋友預約了在2020年2月2日登
記結婚也是事後才想起。「男朋友常常笑我『大
頭蝦』，但是因為有他的溫柔和體貼，我才能在
這裡放心工作。」
梁玉嬋是廣州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血液內

科護師，今年是從業的第九年。如果沒有新
冠肺炎疫情，2020年的2月14日，會是
她新婚後首個情人節。按照工作安
排，情人節當天，她會在武漢
抗疫前線的漢口醫院隔離
病房裡值夜班。凌晨
三點多鐘的病房總是
靜悄悄的，地板瀰漫
着消毒水的氣味。即使
在深夜，梁玉嬋總是和
同事把病房清潔一遍才下
班。不同的是，這一天，
她和「準新郎」男朋友會在手
機屏幕裡會面。
分隔兩地已經20天，梁玉

嬋和男朋友彷彿有了時差。
「我經常上夜班，凌晨三四點
才下班。他也很擔心打擾我
工作，所以很少打電話
來。」每次把厚厚的防護服
脫下，摘下手套，噴灑消毒
水後，梁玉嬋打開手機，亮
起來的屏幕裡，第一個跳出
來的總是男朋友長長的信
息。
「他每天必定說的三句話是，『注意防護』，

『多休息』，『多喝熱水』。」說到這裡，梁玉

嬋在電話裡笑了。在她飛來武漢支援的日子，男
朋友想念她，就會拿出他們之前的合照翻看。
「雖然我們很快就結婚，不過我們之間拍的照
片，大多一些古靈精怪的合照。真的很希望回家
之後，和他拍一些正經的婚紗照。」

練就戴四層手套扎針
「初到武漢時，因為不熟悉環境，會覺得緊
張，現在慢慢好起來了。」從廣州來到武漢20天
的時間裡，梁玉嬋解決了護目鏡出現霧氣的問
題。即使戴着厚厚四層手套，她現在也能準確迅
速地為病人扎針。「起初因為護目鏡有霧氣，身
上裝備很笨重，扎針有時候要不止一次。但病人
反而會安慰我，不着急，慢慢來，不疼。那時真
的非常感動。」
梁玉嬋聲音有點哽咽，「不僅僅是醫護人員在

努力，病人也在努力。」
梁玉嬋說，看到患者一天天好起來，覺得一切
都是值得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
圳報道）黃雙和邱靜夫婦二人都是
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的醫務人
員——31歲的黃雙是重症監護室的
護士，27歲的邱靜是肝病二科的護

士，他們結婚近3年了。

「不記得多久未同時在家」
自從疫情發生以來，同處在抗疫

一線的兩人就聚少離多。丈夫黃雙
因為身處ICU每天近距離接觸危重
症新冠患者，考慮到傳染風險，所
以幾乎很少回家。他們已經一個星
期沒有見面了。
他們如今的生活詮釋了特殊的

「錯過」。邱靜曾在朋友圈中寫
道，「從疫情開始，我也記不得我
跟雙哥有多久沒有同時在家裡出現
過了，我上班他下班，他下班我上
班，不是在上班就是在為更好地上
班而在科室值班房養精蓄銳……」
情人節這天，黃雙上夜班，邱靜

剛好休息。如果不是別人提醒，他
們都忘了情人節的到來。邱靜回憶
道，往年，他們都會在這一天出去
吃飯看電影，吃飯時黃雙會準備好
鮮花和禮物送給邱靜，過一個有儀
式感的情人節。
但今年的情人節，黃雙說：「我
們用上班來慶祝。」邱靜也表示，
有時間的話只想好好休息，養精蓄
銳以更好的狀態與病毒戰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鯤 武漢報
道）武漢舉全市之力入戶上門排查「四
類」人員（編註：確診患者、疑似患者、
無法排除感染可能的發熱患者、確診患者
的密切接觸者）已逾一周。13日，網上
曝出湖北省司法廳退休副廳長陳北洋一家
三口感染新冠肺炎病毒，拒不配合社區人
員，執意居家隔離，引發鄰里公憤的事
件。

終由公務車送院
據悉，經勸說，陳家三口於13日下午
同意送醫，但不願乘坐救護車，最後由政
府公務車送往醫院。
有了解情況的居民向香港文匯報記者
透露，陳北洋是湖北省司法廳退休副廳
長，原本居住在武昌區張家灣省直機關小
區，春節前後陳北洋夫婦及兒子出現新冠
肺炎症狀，經醫院核酸檢測確診感染。因
當時醫療資源極度緊張，醫院無法提供廳
級幹部對應的單人或雙人病房，陳認為就
診條件達不到廳級幹部標準，拒絕在院治
療，開了藥後返回家中。

2月4日前，陳北洋夫婦及兒子從張家
灣搬至湖北省委對面的桃山村省直機關小
區居住，社區先在居民微信群中通報，桃
山村小區有三名發熱人員，並未如實告知
居民陳家三口是確診病例。至12日，陳
還多次出門在小區內走動，其間知情居民
將三人確診情況告知鄰里，令大家人心惶
惶。
11日，該情況直接上報給時任湖北省

委書記蔣超良，蔣超良在疫情防控會上專
門提起陳北洋案例，責成武昌區委書記劉
潔督辦。
12日下午至晚上，該省司法廳、桃山

村所在茶港社區、警方及醫護人員等上門
勸導5個小時，當事人先是拒不開門，僵
持至晚九點，陳提出三個要求，一是本人
是廳級幹部要住好醫院並且單間；二是要
與兒子在同一個醫院，便於照顧；三是同
意當晚由醫院上門取樣本做病毒核酸檢
測，如陽性就走，陰性不走。
醫院派專人上門檢測後，社區於12日

晚間將陳家貼封條封門。2月13日上午，
鄰居竟發現陳家大門封條斷裂，社區確認

當事人又出門後，再次上門貼封條。
忍無可忍的居民在媒體協助下，將情

況直接舉報至在武漢督戰疫情防控的中央
指導組。13日下午，社區、警方及醫護
工作組再次上門勸導，經過近一個半小時
的拉鋸，陳北洋同意前往醫院，但是拒絕
乘坐醫院的救護車，小區居民拍攝到的一
段視頻顯示，他們一家三口乘坐一輛標註
有公務用車的私家車被送往醫院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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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長江日報》報道，
近期，武漢市紀委監委責成武昌區紀委監
委查處了水果湖等街轉運新冠肺炎患者組
織不力問題，對有關責任人進行了嚴肅問
責。昨日，市紀委對此進行通報。
2月9日下午，市疫情防控指揮部要求

武昌區於當晚12時前向定點醫院轉運494
名患者。當晚在患者轉運過程中，武昌
區水果湖街、黃鶴樓街、珞珈山街等工
作滯後、銜接無序、組織混亂，跟車服
務不到位，導致重症病人長時間等待繼
而情緒失控，造成惡劣影響。
通報指出，水果湖街分指揮部負責45

名重症患者的轉運，但對轉運工作重視
不夠，指揮不當，對重症患者考慮不
周，僅安排兩名工作人員和一輛引導
車、一輛轉運公交車進行轉運，且對轉
運路況、患者情況、具體銜接等準備不
充分、應對不及時，導致轉運過程銜接
無序、組織混亂、跟車服務不到位以及
轉運患者長時間等待等問題，造成不良
社會影響。2月11日，水果湖街分指揮部
指揮長、街黨工委副書記、辦事處主任

安繼堯被給予黨內警告處分，並免去其
水果湖街辦事處主任職務；街分指揮部
指揮長、街黨工委書記金建濤被給予誡
勉談話處理。
此外，黃鶴樓街分指揮部在安排將重

症患者轉運至同濟中法新城醫院過程
中，既未安排引導車輛，也未安排陪同
工作人員，導致轉運過程存在安全隱
患，患者因服務不到位而長時間等待等
問題。2月11日，黃鶴樓街分指揮部指揮
長、街黨工委副書記、街辦事處主任山
峰被給予誡勉談話處理。
珞珈山街分指揮部在將重症患者轉運

至定點醫院過程中，未安排引導車輛及
跟車服務，導致當班司機將本應轉運至
湖北省中醫院光谷分院的患者，轉運至
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將本應轉運至
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的重症患者轉送
武漢協和醫院西院，部分重症患者不能
入院。2月11日，街辦事處副主任羅國棟
被給予黨內警告處分；街分指揮部指揮
長、街黨工委副書記、街辦事處主任楊
帆被給予誡勉談話處理。

夫婦同醫院抗疫
工作中過情人節

湖北退休廳官確診 一家拒送醫引公憤 轉運患者組織不力 漢多名幹部被問責

▲梁玉嬋（右）和男朋
友合照。 受訪者供圖

▲來自廣州的護士梁
玉嬋（前右）全副武
裝，在武漢的醫療一
線抗疫。 受訪者供圖

■邱靜（左）和黃雙在醫院。
受訪者供圖

■■社區防疫社區防疫
人員對陳家人員對陳家
家門兩次貼家門兩次貼
封條封閉封條封閉。。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結婚登記也錯過結婚登記也錯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