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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公益之路

“让‘帮助别人’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让志愿服务更专业

值班编委 杨文娟

2020年3月24日 星期二

第5004期

疫情防控期间，中国各地非遗

人利用微信公众号、快手、抖音等

平台，主推非遗项目数字化展示、

教学和普及，为网友提供足不出户

学习非遗项目的机会。（A3版）

中国非遗“疫”外“新生”

作为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试点，北京市怀柔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统筹整合各方资源

力量，服务防控需要，全区16个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318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535 支志愿服务队主动作

为、积极担当，凝聚起了众志成城抗

击疫情的强大合力。 （B2版）

凝聚文明力量助力疫情防控

本期
导读

生命至上
——聚焦新冠肺炎患者救治攻坚

将公益事业进行到底
——走近全国最美志愿者、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获得者徐暐杰

本报记者 漆世平 实习记者 李林晅

8 万余人感染患病，超 7万人治

愈出院——新冠肺炎疫情发生至

今，全国治愈出院患者人数不断攀

升，越来越多的地方本地确诊病例

清零……

面对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

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

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

国何以短时间内取得这样的治愈

“战绩”？救治工作继续攻坚，记者近

日深入十余个省区市采访治愈患者

和医护人员，以及有关专家，探寻患

者治愈背后的故事。

把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放在首位

历经寒冬，武汉的樱花已悄然

在枝头绽放。

3月1日11时，武汉雷神山医院

门口，同住一间病房的 98岁的胡奶

奶和她 55岁的女儿，从院长王行环

等医务人员手中接过出院证明，现

场响起一片掌声。

这位已近期颐之年的老人，2月

13 日晚住进雷神山医院时，高烧达

40摄氏度，还出现了心肺功能障碍，

随即被确诊为危重症患者。女儿也

一同被确诊。

高血压、轻微脑梗、心肺功能障

碍……基础性疾病加之并发症，老

人的救治过程一波三折。困难面前，

医护人员没有低头：24小时密切监

护，抗感染、抗病毒对症治疗，补液

及营养支持……一系列诊疗方案作

用积极，逐见成效。2 月 17 日开始，

经过不懈努力，母女俩体温终于恢

复正常，病情不断好转。经过临床症

状观察、影像学评估和核酸检测后，

双双达到出院标准。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全国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

城。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党中央一开始就把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

位，把医疗救治工作摆在第一位，尽

最大努力救治患者，最大限度提高

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伴随时间的推移，从武汉到湖北

再到全国，治愈患者人数不断上升。

方舱休舱！3月 10日下午，随着

武昌方舱医院最后一批患者出院，

武汉所有方舱医院全部完成使命，

16 艘“方舟”累计收治患者 1.2 万

余人。

迅 速 增 长 ！31 例 、15299 例 、

59432例……在湖北，治愈病例数字

不断攀升。放眼全国，累计治愈出院

病例72244例。

“总体上，我国本轮疫情流行高

峰已经过去，新增发病数在持续下

降，疫情总体保持在较低水平。”3月

12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

言人米锋表示。

治愈患者大幅增加
的背后

全国疫情防控持续向好，生产

生活秩序加快恢复，背后是一系列

硬核战“疫”方案。

——诊疗方案是基本遵循。

全新的冠状病毒，未知的作用

机理，不明的传播途径……疫情发

生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

案》已“迭代”七版，人们对病毒的认

识不断深化，诊疗方法持续完善。

“ 诊 疗 方 案 是 医 护 人 员 的 战

‘疫’指南。”甘肃省天水市第五人民

医院病区主任王琦说，回顾救治过

程，最深切的感受就是要严格按照

国家诊疗方案，坚持“四早原则”，介

入越早，治疗效果越好。

——坚持“四集中”原则，将优

势兵力聚焦主战场。

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

源、集中救治，是对全国提出的抗疫

工作原则和要求，也是我国在历次

伤病员救治工作中积累的行之有效

的经验。

应收尽收，分类施治。在武汉，定

点医院和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专

门收治重症、危重症病人；大批方舱

医院收治轻症病人，变“人等床”为

“床等人”，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

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

国胜！全国 300 多支医疗队、4 万多

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与当地医务

人员并肩作战。

——聚焦重症、危重症患者的

抢救。

2月28日11时 30分，50岁的新

冠肺炎危重症患者王某脱离ECMO

（体外膜肺氧合机）设备一天后，又

顺利脱离有创呼吸机。

“19 天，456 个小时，我们终于

救活他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

护心小分队队员、心内科副主任医

师周宁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2 月 11 日起，同济医院就迅速

组建“特战尖刀连”，包括护心队、保

肾队、护肝队、护脑队、气管插管队

和中药特殊治疗队，与来自上海、青

岛等地的 17支医疗队协同作战，救

治危重症患者。

为全力支援湖北疫情防治，国

家着重加强重症救治力量，调集到

湖北的重症专业医务人员数量超过

全国重症专业医务人员资源10%。

中央指导组专家、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

说，一线救治实践显示，对危重症患

者要早期识别、严密观察，并早期给

予积极的呼吸支持治疗，这种理念

成 功 挽 救 了 大 批 危 重 症 患 者 的

生命。

——坚持中西医结合。

2 月 26 日，23 名新冠肺炎患者

从湖北武汉首个中医方舱医院治愈

出院。

“江夏方舱医院收治的患者中，

没有一例转为重症。”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江夏方舱

医院院长刘清泉说。

“大量病人治愈出院的事实充

分证明，中西医结合效果显著。目前

出院患者中，多数使用了中医药。”

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党组书记余艳红说。（下转A2版）

用专业知识培训初级急救

员、举办专业讲座推广自救救人

技能、帮助特殊儿童进行康复治

疗……加入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

医疗服务总队后，但凡有空，徐暐

杰都会参与各项志愿服务活动为

群众提供帮助。

得益于扎实的医学功底和丰

富的志愿服务经验，“5·12”汶川

特大地震发生后，徐暐杰作为首

批赴四川抗震救灾医疗救护队的

志愿者奔赴灾区，开展医疗救治

和防疫消杀工作。

徐暐杰和同伴奔波在灾区十

余个灾情严重的乡镇，紧急出诊

达 300 余次。让徐暐杰记忆深刻

的是，一次运送药品时突遇塌方，

他和同伴只能扛着药品，徒步运

送。“路特别窄，右手边是悬崖，左

手边是山体，特别危险。”徐暐杰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心有余悸。

灾区的志愿服务经历让徐暐

杰迅速成长起来。同年，他成为广

州青年志愿者协会医疗服务总队

的总队长。而后，徐暐杰启动了以

“生命”为主题的志愿服务项目。

“在灾区的时候，看到灾民面对灾

难的时候很无助，所以我想能否

开发一些项目为群众普及急救知

识。”徐暐杰和团队相继开发出

“生命的彩虹”“生命的天使”“生

命的阳光”等志愿服务子项目，并

带领志愿者走进社区、学校、企业

等普及急救知识。“截至目前，受

益人数大概有 5万。”徐暐杰说这

项公益活动还将继续下去。

国家卫健委联合湖北
开展疫情防控
“疾控大培训”

新华社武汉 3 月 22 日电（记 者

陆华东 廖君）让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

坚强堡垒。22日，国家卫健委联合湖

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开展

湖北省疫情防控“疾控大培训”，为当

地培养一支不走的公共卫生队伍。

据介绍，本次大培训为期一周，主

要面向湖北各地疾控中心、医院、乡镇

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从事公共

卫生人员，采取“1+2+3+N”形式进行。

具体来说，国家和省级资深专家

在湖北开展 1次师资培训；对新冠肺

炎防控和其他相关疾病预防控制开

展 2 个专题培训；聚焦社区、复工复

产复学和特殊重点场所3个当前阶段

疫情防控的关键阵地，进行针对性能

力实操训练；针对各地区的个性化需

求，由对口援鄂防控队支持N个针对

性的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定制培训”。

在此间举行的师资培训会上，国

家卫健委副主任、湖北省委常委王贺

胜表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关键

在“防”。湖北将利用好这次培训契

机，提升专业技术能力，科学精准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据介绍，在中央指导组指导下，国

家卫健委前方工作组防控组组织专家

编写印制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治

社区手册》《新冠肺炎防控手册（漫画

版）》（城镇版、农村版）等6套教材共

计53.6万本，作为培训工作手册。防控

组还将派出督导组分片包干，加强培

训的质量控制和效果评价。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于学军说，这

次培训既着眼当前疫情防控工作需

要，又放眼疾控队伍长远发展要求，

旨在提高基层疾控人员和社区工作

人员的防控能力和水平，为保障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筑牢防线。

住房城乡建设部开展
脱贫攻坚农村危房
改造挂牌督战工作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记者 王
优玲）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通知，

将开展脱贫攻坚农村危房改造挂牌督

战工作，督战范围为14个省（区）。

根据通知，督战内容包括经脱贫

攻坚农村危房改造“回头看”排查，新

增建档立卡贫困户等 4 类重点对象

危房改造任务超过 1万户，或新增建

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任务超过

2000 户的省（区）住房安全有保障任

务完成情况。脱贫攻坚大排查发现危

房改造方面突出问题整改情况。

督战范围为山西省、辽宁省、黑

龙江省、安徽省、山东省、河南省、湖

北省、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

省、贵州省、云南省、甘肃省、宁夏回

族自治区等14个省（区）。

通知要求，各有关省（区）要充分

认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的重大意

义，强化组织保障，努力克服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以攻坚的态势，抓紧推进挂

牌督战任务。对本区域挂牌督战任务

进展情况进行及时分析，加大督促整

改力度。对整改不到位、弄虚作假的，

要及时开展约谈；对问题突出、工作严

重滞后、影响恶劣的，要严肃问责。切

实加强扶贫领域作风建设，严防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务求工作实效。

新闻提示：
他曾是一名优秀的门诊医师，救助了无数患者；他是一名助人为乐的资

深志愿者，20 余年坚持奔走在公益服务的路上；他利用专业技术优势，免费

开展急救技能培训；他常去看望孤寡老人，为他们送去物资；“5·12”汶川特

大地震发生后，他主动加入首批赴四川抗震救灾医疗救护队的志愿者队伍，

为当地群众带去物资，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带领

志愿者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值守各个公交站点、公园门口……

他就是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医疗服务总队的队长、暐杰志愿服务工作中

心理事长、越秀好人志愿服务中心运营总监——徐暐杰。凭借多年出色的志

愿服务，徐暐杰被评为全国最美志愿者、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广东省

最美志愿者、广州市道德模范等，他的家庭也获得“全国最美家庭”称号。

我们的价值观·精神的力量

在徐暐杰心中，父母是他从事公

益事业的引路人。

“以前还没有志愿者、义工这些

概念，帮助别人就是‘学雷锋’。”在

徐暐杰的记忆里，父母都是热心肠。

徐暐杰的父亲是一名医生，小时候，

每到周末，父亲便会骑上单车载着他

去患者家中看病，而后才带他去玩。

为此，徐暐杰有些生气地问父亲：“为

什么不让病人来门诊看病，而是要去

他们家里看？”父亲的答案是：“许多

病人年龄已经大了，他们都不方便到

医院就诊，作为医生，我要尽自己所

能帮助他们。”

徐暐杰的母亲也一贯乐于助人，

“我母亲退休后常常去看望社区里生

病的老人、帮助困难家庭、组织公益

活动……”

父母的好心和善良潜移默化地

感染了徐暐杰。初中时，徐暐杰就主

动看一些医学书籍，周末和父亲去患

者家看病时，会帮助父亲给患者量血

压、听诊等。

徐暐杰真正踏上公益之路始于

1999年。“那也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

上的‘社会志愿服务’。”彼时，徐暐

杰刚进入医学院读书。学校开展学雷

锋活动，徐暐杰积极报名参加。“那时

的志愿服务活动还是比较简单的。”

徐暐杰和同伴定期去探访孤寡老人，

帮他们打扫卫生，陪他们聊天。慢慢

地，徐暐杰做志愿服务“上了瘾”，开

始通过多种渠道踊跃参与各类志愿

服务活动。

在做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徐暐杰

开始思考如何延伸志愿服务内容，让

更多人获得帮助。2002年，徐暐杰在

医院实习时参与抢救一名落水儿童，

发现许多人缺乏现场急救知识。“当

时就想我可以利用所学的医学知识

去做更专业的公益服务。”毕业后，徐

暐杰成为广州市越秀区大东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门诊医师，同时

他也加入了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医

疗服务总队。在完成工作之余，积极

开展有针对性的医疗志愿服务活动。

为了全身心投入志愿服务工

作，2018年 7月，徐暐杰辞去了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他尝试

将志愿服务领域扩大，并创新志

愿服务载体。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徐暐杰第一时间带领志愿者投入

到疫情防控中。他和其他志愿者

制作了疫情防控知识表情包、短

视频等，通过网络向市民宣传疫

情防控政策。同时，徐暐杰和其他

志愿者每天在辖区内的各个公交

站点、公园、小区门口值守，提醒

市民戴口罩、宣传疫情期间自我

保护知识、为他们监测体温。作为

志愿者团队负责人，徐暐杰每日

定时在微信群发送排班表，保持

24小时开机，随时处理突发情况。

“晚上 11点经常会接到社区的求

助电话，比如他们会告知我宣传

资料增多了，但是人手不够，请求

我们支援，这时我就需要重新调

配人员等。”

在疫情防控期间，徐暐杰十

分关心志愿者的身体状况，并为

他们送姜茶、预防病毒的汤药

等。为了保护志愿者，徐暐杰制

订了严格的上岗流程：上岗前询

问身体状况，并提醒其戴口罩、

手套，测量体温，到岗后如果身

体不适，一定要第一时间说明。

“疫情防控期间，需要考虑的因

素很多，不仅要清楚志愿者的身

体是否健康，还要了解志愿者的

体力是否跟得上，因为在站点值

守通常需要几个小时，许多人吃

不消。”徐暐杰颇有经验地对记

者说。

在徐暐杰的带动和影响下，

大儿子徐海峰从 4岁开始就跟着

他一起做志愿服务活动。“我希望

能让‘帮助别人’一代一代地传下

去。”徐暐杰告诉记者，儿子会将

他教的简单的急救知识讲给同学

听，去公园捡拾垃圾等等，“有时

候我去做培训、开讲座，他还会当

我的‘模特’。”

“做公益是我的生活方式，我一定会将公益事业进行到底。”这是徐暐杰

在采访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徐暐杰徐暐杰（（右右））给其他志愿者安排工作给其他志愿者安排工作

徐暐杰徐暐杰（（左二左二））在体育赛事中做在体育赛事中做
志愿者为运动员指引方向志愿者为运动员指引方向

疫情防控期间徐暐杰疫情防控期间徐暐杰（（左左））为居民为居民
监测体温监测体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