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平日里他们是法官、法警、法官助理、书记
员，在疫情防控期间，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共产党员。他们主动
请缨，逆风而行；他们告别家人，迎难而上；他们不惧危险，勇冲在前……铁骨
铮铮的共产党员们将党旗插在疫情防控阻击战第一线。

2月3日，无锡中院组建“党员突击队”，奔赴防疫一线。
“我愿投身最前线，与同志们并肩战斗……”“我是年轻人，热血的青春愿

意为祖国挥洒！”“大家叫我法院‘秀才’，如果国家需要，我这个‘秀才’更愿意
变成‘勇士’……”铿锵的誓言发自肺腑。“无锡火车站”“梁溪区街道”两支“党
员突击队”迅速组建，39名队员即刻奔赴一线。

无锡中院“党员突击队”队员查看乘客的电子车票

无锡中院党组书记、院长钱斌（右二）到执勤点看望突击队员

逆风而行 砥砺前进
无锡中院干警战“疫”在一线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党员突
击队”上防疫一线，各项防护物资的
有效配备，既是实际工作的需要，也
是克服大家恐慌心理的定海神针。
而此时，防护物资的供应十分紧张，
关键的防护服、专业口罩等重要物
资更是千金难求。无锡中院党组高
度重视防疫一线的后勤保障问题，
钱斌多次作出要求，要举全院之力
做好保障，并发动干警献计献策。
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赵建聪亲自拓
展渠道，联系购买防护服事宜；分管
后勤的副院长弓建明则始终与行装
处一起，密切关注并动态跟踪突击
队一线的各项物资补给需求；院政

治部和工会负责人专程到居住点了
解防疫一线党员的家庭困难，将送
温暖活动落到实处；金融庭党支部
书记、庭长陆晓燕设法筹集到100只
医用口罩,捐助给院防疫一线；另有
党员干警联系开药店的亲戚，免费
提供40支体温表，以便突击队员及
时检测自己的体温状况，保持健康
的状态投入一线工作。

2月8日元宵佳节，钱斌再次率
队慰问防疫一线，代表中院党组传
达元宵节的问候，并勉励大家，坚守
住岗位，关爱好自己！时刻记得，我
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李锦蟾 诸佳英 文、潘唐玮 摄）

■ 我们的后方 竭尽全力

在社区工作的“党员突击队”6名
队员积极配合街道和社区,协助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社区疫情防控工作
琐碎、量大，涉及登记外来人员信息，
对进出人员体温测量，上门张贴封条
进行封门处理，为居家隔离居民购
买、配送生活物资及返锡人员信息汇
总等。工作中虽然没有激烈的冲突，
但需要大家更多的耐心和细心，遇到
不理解、不配合的群众，还要善于做
好说服沟通工作。防疫阻击战中，这
支“党员突击队”为街道社区分忧解
难，为居民群众保驾护航。

无锡火车站突击队，身处高危
风险中。因为接触的人员众多，也
较为复杂，30名突击队员需要集中
居住，防疫期间不能回家，必须完全
抛开家庭,全身心投入到这场防疫
阻击战中。因为火车站全天都有列
车班次，所以30名队员分6组24小
时轮值，既要面临繁重的防疫工作
任务，还要时刻警惕保护自身的安
全。旅客体温测试、信息登记、行动

轨迹查验、情绪安抚、分流转运……
这些工作需要在火车站出口处有限
的空间内及时进行。有些车次人
多，一下子涌入大量旅客，人手不
够、环境嘈杂、面对面近距离接触、
甚至被情绪激动的旅客包围……这
状况极大考验各位突击队党员的耐
心、勇气和毅力。他们熟知各项分
流政策、及时做出正确指导、有效实
施突发情况的研判应对，并与火车
站指挥中心进行密切的协调、配
合。针对各位旅客的不同情况和需
求，突击队员既严格把握政策的刚
性，又柔性处理不同的实际问题。
毕竟这场突发的灾难面前，每个人
都是受害者。同时，突击队员发挥
集体智慧、群策群力，不断完善各项
工作流程设计，为高效完成火车站
旅客分流运转做好参谋，也为更好
保障自身安全做好防护。随着一批
企业明确复工，无锡火车站将进一
步迎来返锡人员的高峰，我们将继
续坚守，责无旁贷。

■ 我们的工作 不遗余力

一声令下，“党员突击队”的39
名党员干部舍小家，为大家，全部在
规定时间集结完毕，体现“党员突击
队”的凝聚力、行动力。担任小组长
的张圣斌、王黎曼及时对突击队的
各项工作做好合理分工，统筹安排
食宿和物质保障，协调处置各种情
况，认真履行小组长职责。法警支
队党员孙迅，其孩子刚出生 40 多
天，妻儿正是需要照顾的时候，家中
老人身体也不好，但他依然做好家
人的工作，并投入防疫一线。审监

庭党员汤燕峰，其爱人是公安民警，
已战斗在防疫一线多时，家中孩子
尚小，无人照顾，但她克服各种困
难，妥善安排好孩子的生活，义无反
顾加入“党员突击队”。审监庭党员
施美华，尽管已年过五旬，但在其他
同志由于特殊原因无法参战的情况
下，积极报名，主动投入防疫一线。
身为党支部书记、立案二庭庭长潘
华明，身先士卒，主动请求上一线，
不仅积极配合小组长工作，而且开
创性地完成各项任务。

■ 我们的队员 超级给力

2月5日上午6点，39名“党员突
击队”队员奔赴一线，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

无锡中院党组成员周建任组
长，带领突击队组长研究确定各项
工作方案；机关党委迅速将通知精
神传达各党支部，落实“党员突击
队”队员名单，明确各项工作要求；
政治部全面了解各位突击队员的家
庭情况，如有困难的提供各种生活帮
助，使他们无后顾之忧，安心在一线
防疫；行政装备处火速开启各项后
勤保障服务，落实“党员突击队”的
集中居住点、筹集各类安全防护物
资；“党员突击队”两位组长主动与
工作点负责人及时取得联系，了解

工作任务、防疫重点、注意事项，提
前沟通协调，为突击队正式上岗做
好充分准备。考虑到疫情防控任务
的严峻性和重要性，党组研究决定，
同时组建“党员突击队”预备队，随时
补充一线以及其他新任务的出征。

“党员突击队”上岗第一天，院党
组书记、院长钱斌即率工作组成员分
赴火车站和江海街道社区，亲切看望
防疫一线队员，现场巡查督导，听取
情况介绍，解决实际困难。无锡中院
防疫一线工作组研究起草《关于解决
防疫一线保护用品的专题报告》和《关
于开展为防疫一线干警开展送温暖活
动的建议》，切实为“党员突击队”的
各项工作提供充分保障和支援。

■ 我们的组织 坚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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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日前，中共中央决
定：应勇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蒋超良
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王忠林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和武汉
市委书记，马国强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副书
记、常委、委员和武汉市委书记职务。

应勇任湖北省委书记
王忠林任武汉市委书记

据新华社武汉2月13日
电 湖北省卫健委13日通报，
2月12日0时－24时，湖北省
新增新冠肺炎病例14840例
（含临床诊断病例13332例），
这一数字引起人们的关注。

专家认为，湖北公布的
12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大幅
增加，是因为将临床诊断病例
13332例纳入确诊病例公布。

通报说，随着对新冠肺
炎认识的深入和诊疗经验的

积累，针对湖北省疫情特点，国
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印发的《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
案（试行第五版）》在湖北省的
病例诊断分类中增加了“临床
诊断”，以便患者能及早按照确
诊病例接受规范治疗。

根据第五版诊疗方案，对
湖北地区疑似病例具有肺炎影
像学特征者，纳入临床诊断病
例。据专家解读，对湖北地区

一时病毒核酸检测仍呈现阴性
或未能进行核酸检测，但影像
学特征符合新冠肺炎标准的患
者纳入临床诊断病例。这有利
于对此类尚未确诊的患者精准
施策，既有利于患者治疗，也利
于疫情总体防控。

通报说，根据第五版诊疗
方案，近期湖北省对既往疑似
病例开展了排查，并对诊断结
果进行订正，对新就诊患者按
新诊断分类诊断。

临床诊断病例纳入确诊病例
湖北按新诊断分类诊断，方便患者及早接受规范治疗

据新华社武汉2月13日
电 记者2月13日从科技部
获悉，钟南山、李兰娟院士
团队近日分别从新冠肺炎
患者的粪便样本中分离出
新型冠状病毒，这一发现证

实了排出的粪便中的确存在
活病毒，对于准确认识疾病的
致病传播机理，帮助全社会有
针对性地做好防控，切断疫情
传播途径具有重要意义。

专家表示，是否存在粪口

传播目前还需进一步研究，
不要过度紧张或恐慌，一定
要勤洗手、勤消毒，食物煮熟
再吃，注意个人和家庭卫生，
注意下水道的通畅及必要的
消毒。

患者粪便中分离出新冠病毒
是否存在粪口传播还需进一步研究

据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世界卫生组
织日前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所引发疾病的英文名
为“COVID－19”，国际病毒分类学委员会宣布
这种病毒的英文名为“SARS－CoV－2”，但相
关负责人强调“这一名称与SARS疾病之间没
有关联”。那么，传染性疾病和病毒的命名有什
么讲究呢？

提倡使用中性、一般的术语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1日在瑞士日内瓦
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为“CO-
VID－19”。谭德塞说：“在世卫组织、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共同指导原则
下，我们必须找到一个不涉及地理位置、动物、个
人或人群，同时方便发音且与疾病有关的名称。”

2015年，世卫组织等机构提出了对新发现
传染性疾病命名的指导原则，提倡使用中性、一
般的术语代替人物、地点、动物、食物和职业的
名称来命名。

这是因为过去一些传染性疾病的名称曾导
致污名化和其他不良后果。比如2009年，“猪
流感”这个名称曾让一些国家“谈猪色变”，甚至
限制猪肉贸易、下令屠宰生猪，后来世卫组织宣
布这种疾病的正式名称为甲型H1N1流感。

与SARS疾病之间没有关联

一种疾病的名称与引发这种疾病的病毒名
称不一定相似。有时二者类似，比如麻疹与麻
疹病毒；有时病毒名称源于其他方面，比如鼻病
毒、腺病毒等根据感染宿主部位而得名。

美国《科学》杂志网站12日报道说，国际病
毒分类学委员会冠状病毒研究小组主席约翰·
齐布尔表示，他们是根据基因测序等方面的分
类学研究提出这个名称，“这一名称与SARS疾
病之间没有关联”。

钟南山院士9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表
示，新型冠状病毒与SARS冠状病毒是同一类，
但不是同一种。

疾病和病毒命名有讲究

据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2 月 1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总理、中央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
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

会议指出，要继续把湖北省
特别是武汉市作为疫情防控的
重中之重。武汉市要多渠道尽
快增加隔离床位供给，对“四类
人员”加速分类集中收治或隔
离，确保救治设备和防护用品向

重症病例治疗集中，保证应收尽
收、应治尽治；孝感、黄冈等病例
多的地区要立即采取和武汉市
同等的排查、隔离、医疗救治等
措施；湖北省其他地市要加强防
控和提高收治能力等工作。全
力保障湖北省和武汉市新增医
务人员需求，借助19个省份对
口支援机制适当补充湖北省其
他地市医务人员。湖北省和武
汉市要进一步强化离汉离鄂通

道管控，压实内防扩散、外防输
出属地责任。

会议指出，通过错峰等措施
有效控制人流，今年不会出现往
年那样的返程高峰。各地要按
照联防联控、群防群控要求，把
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运用“大
数据＋网格化”等做好对密切接
触者、有风险人员查找监测，切
实做好防控工作。由各省份负
责，对本省份各市特别是县根据

疫情情况进行合理分类，制定差
异化精准防控策略，视疫情形势
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不
搞“一刀切”，及时纠正偏颇和极
端做法。

会议指出，有效的药物和
救治是战胜疫情的关键环节。
要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建立全
国诊治协作网络和病例库，组
织专家及时分析总结目前近
6000例治愈病例，进一步完善

诊疗方案。对重症和危重症患
者进一步采取呼吸支持、循环
支持等治疗方式，并努力防止
并发症，加快探索推广有助于
阻断轻症转为重症的药物和治
疗手段。强化中西医结合，促
进中医药深度介入诊疗全过
程，及时推广有效方药和中成
药。加快药物临床试验，有效
的要抓紧向救治一线投放，提
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全国诊治协作网络和病例库，及时分析总结治愈病例

完善诊疗方案 加快药物攻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