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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面对
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无锡邮储人高
觉悟，听指挥，万众一心携手抗疫：防
疫办公室的同志们主动放弃春节休
息，连续10多天采办各类防疫物资；
岳琦文和朱怡成，两位即将走进婚礼
殿堂的准新娘，为了支持未婚夫参加疫
情防控，毅然推迟了婚礼，延迟婚假坚
守岗位；金库组长虞喜军，1月19日才做
完甲状腺手术就投入到工作中，每天对
钱款、已封装钱袋、整点间和库房进行
消毒……每一个员工主动承担起防疫
的重任，践行着阻疫“邮”我的火热初心。

不光坚守本职工作，一旦疫情防
控需要，邮储人立刻挺身而出。邮储
银行无锡锡山支行拓展部经理唐晓
泉是民间公益组织——无锡蓝天救
援队成员，先后参加过省内70多次紧
急救援行动。自疫情暴发开始，他就
与小伙伴们活跃在抗疫最前沿，协助
政府部门完成了上百个小区、市场、

高速卡口的消毒工作，作业面积超10
平方公里。2月15日，当闻讯武汉急需
无锡运送一批转运患者的负压救护
车，唐晓泉与其他队员一起冒着大雪
星夜驰援，千里逆行不辱使命，24小时
往返苏鄂胜利凯旋，成为无锡银行业
深入疫区中心服务的首名志愿者。

灾难面前，你我皆凡人，然而心
怀正能量，平凡亦英雄。在无锡金融
团工委开展“抗击疫情，金融青年在
行动”募捐中，仅一天时间就收到邮
储银行125名团员捐献的13926元善
款；截至2月20日，全行600多名职
工通过各种社会渠道向湖北捐款超
7万元；全行积极响应市疫情防控
应急指挥部号召，职工及配偶家属
等累计出动1000多人次投身抗击疫
情的第一线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
践行着国有大行的使命与担当，用
奉献闪耀着无锡邮储基层志愿者的
无限光辉。 （冯辰辰）

平凡英雄：大事难事见担当，危难时刻显本色

金融助力疫情防控复工复产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无锡市分行守土尽责抗击疫情

兼顾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既是一次大战，
也是一次大考。在抗疫和复工的关键时刻，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无锡市分行始终高举阻疫“邮”我大旗，坚持
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
使命，支持实体企业安全有序复工复产，全力驰援疫
情防控一线，用“国家队”的社会责任和担当，为打赢
疫情阻击战提供坚实有力的金融保障。

疫情就是战情,就是命令。无锡
邮储在1月21日就紧急采购首批口
罩等防疫物资并即刻配送至网点，保
障一线员工生命安全。深入落实党中
央和政府，上级行决策部署和要求，
1月22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的紧急通知》，快速响应，积极部署。
无锡邮储行领导及部门负责人全部
到岗，第一时间成立无锡市分行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制定防控疫情专
项应急预案，及时调整网点营业时间
并做好客户公告，强化24小时应急
值班制度，严格执行疫情“日报告”和

“零报告”制度，加强疫情风险提示和
防控知识宣传，不断提高全行安全防
范意识。

2月13日上午9点10分，邮储
银行无锡市华庄支行发现一位来行
办理业务的老年客户体温异常，立即
启动预案，指引客户前往临时隔离

室，向相关防疫部门汇报，联系120
送客户前往医院检查，同时停止营业
并作了全面消毒。事后，华庄支行与社
区保持沟通，确认了老人是因为穿衣
过多导致的体温异常方才解除警报。
这一快速反应和妥善处置赢得了监管
部门的肯定。连续30天，全行上下干
群一条心，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把安
全放到首位，防控关口不断前移，防
控措施持续严密，营业场所全面消
杀，人员防护工作得到坚决执行，牢
筑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关键防线。

默默保障后勤的暖心举措同样
值得点赞。为了协助员工因出门采购
前往人口密集场所，分行各机构开动
脑筋拓展渠道，如宜兴市支行与合作
的食材配送公司协商，采用“员工线
上扫码下单+定点配送支行大楼”的
方式，实现了食材配送“零接触”，在
有效阻隔病毒传播的同时为员工增
添了更多的温暖和信心。

严防死守：牢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关键防线

突发的疫情打乱了经济的节
奏。与时间赛跑，携企业同行，
邮储银行无锡市分行在筑牢疫情
防控防线的同时，对有关医疗用
品制造、卫生服务、防护服生产
等企业采取一户一策，加快推进
授信和放款流程；组织摸排困难
企业，切实搭建金融服务“绿色
通道”，协调全域、强化联动，

“三位一体”服务好“农工商”，
稳产保供促复工，用主动精准、
敏捷高效为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江苏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
国内知名集成电路封测企业。在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能否提供
足够的产能，是确保当前最急需
物资——红外体温检测仪供应的
关键。邮储银行无锡市分行了解
到企业在全力支撑防疫物资生产
中存在融资需求后快速响应，一

个工作日就实现贷款投放5000万
元并执行优惠利率，跑出了无锡
邮储服务抗“疫”加速度；江苏
某集团旗下子公司某无纺布科技
有限公司主要为口罩生产企业提
供无纺布制造。目前，邮储银行
无锡市分行已投放4000万元贷款
支持其生产。

邮储银行无锡市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张永罡表示，该行始终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和监管部门
要求，加快推进企业复工复产，
以各种方式与实体经济共克时
艰：不盲目抽贷断贷，并为250
余个受疫情影响的客户调整还
款；运用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渠
道，已指导近2万名客户线上办
理业务；利用极速贷、富农贷、
农保贷等特色产品，为广大小
微、三农商户提供融资服务，纾
解资金压力。

精准扶持：保障抗疫物资生产，支持企业复工

后勤部门紧急采办防疫物资 快速为客户办理贷款手续 无锡邮储唐晓泉和队友雪夜驰援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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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2
日，欧洲多国新冠肺炎病例持续
增加，其中拉脱维亚首现确诊病
例，意大利病例数超过两千。欧
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已将疫
情风险等级上调为“中度到高
度”。

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欧
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2日还
说，当前季节性流感已让欧洲医
疗服务体系感受到不小的压力，
如果新冠肺炎病例数大幅增加，
将对欧洲医疗服务体系造成严
重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在亚太地区
一些国家继续蔓延，韩国和日本
的疫情受到世界卫生组织重点
关注，印度和巴基斯坦病例数增
加，澳大利亚出现首个感染源尚
未明确的病例。

美洲新冠肺炎病例数量继
续增加，美国华盛顿州卫生官员
2日宣布该州又有4人死于新冠
肺炎。巴西研究人员对病毒基

因测序的结果显示，巴西两个确
诊病例体内的病毒有所不同。

巴西卫生部2日最新公布
的数据显示，目前巴西有2例确
诊病例。巴西阿道弗·卢茨研究
所和圣保罗大学医学院的研究
人员对这两个病例体内的病毒
进行了基因测序，结果发现首个
病例体内的病毒与在德国发现
的病毒更加相似，而第二个病例
体内的病毒则与在英国发现的
病毒更加相似。二者与在中国
发现的病毒也有所不同。据介
绍，这两名患者都是今年2月在
意大利感染后回到巴西的。

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在中东
地区蔓延，沙特阿拉伯和约旦2
日分别宣布首个确诊病例，伊朗
累计确诊病例达到1501人，黎
巴嫩、伊拉克等国病例数继续攀
升。鉴于伊朗疫情严重，世界卫
生组织开始向其提供援助。

2 日，位于非洲的塞内加
尔、摩洛哥和突尼斯报告首例新
冠肺炎病例。

欧洲上调疫情风险等级
巴西两例确诊病例体内病毒有所不同

《法医学杂志》2月25日发布了
世界首例新冠肺炎患者遗体解剖报
告。这份报告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法医学系教授刘良团队完成
解剖手术并观察研究的成果。

3月2日，刘良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迫切希望能跟临床医护人员
详细沟通遗体解剖发现的更多细
节。“通过解剖希望最快找到病变，及
时反馈给前线临床。”

当前哪些发现对临床有启发？

2月 16日，按照国家法律政策
的相关规定，刘良团队在全国率先开
展新冠肺炎患者遗体的解剖。目前，
该团队已完成9例遗体解剖，正在进
行后续几例已解剖遗体的病理研究，
通过与临床医护人员的交流，为诊疗
方案修改完善提供支持。

报告称，死者肺部损伤明显，炎
性病变（灰白色病灶）以左肺为重，肺
肉眼观呈斑片状，可见灰白色病灶及
暗红色出血，触之质韧，失去肺固有
的海绵感。切面可见大量黏稠的分
泌物从肺泡内溢出，并可见纤维条
索。

考虑影像学所见磨玻璃状影与
肉眼所见肺泡灰白色病灶对应，提示
新冠肺炎主要引起深部气道和肺泡
损伤为特征的炎性反应。

报告认为，新冠肺炎病理特征与
SARS和MERS冠状病毒引起的病
理特征非常类似，但从此例系统解剖
大体观察，肺部纤维化及实变没有
SARS导致的病变严重，而渗出性反
应较SARS明显，考虑可能与此例患
者从确诊到死亡仅15天，病程较短
有关，有待更多系统遗体检验资料及
组织病理学验证。

刘良团队发现，从这例逝者的
肺部切面上，能看到有黏液性的分
泌物。刘良打了个比方：肺泡是前
线阵地，黏液破坏了交通，氧气就
送不上去，前沿阵地就容易失守。
目前，道路打通是关键，但现在道
路被堵。

尸检并不能指导医护人员干预
所有病例，但是对肺部黏液问题，只

需稀释肺泡黏液，比如翻身拍背、运
用化痰药物，就能改观。

新冠肺炎对于人体其他器官是
否有损害？根据报告，患者胸腔积液
量不多，淡黄色清亮液体，未见大量
胸水产生，提示胸腔病变并非浆液性
炎症为主；消化系统损伤情况肉眼观
不明显；病毒是否侵犯中枢神经系统
有待组织病理学验证。

网络上对其言论的一些解读不准确

刘良最近有些烦恼：一是感觉跟
一线医护人员沟通不够，他迫切希望
能跟临床医护人员详细沟通解剖发
现的更多细节；二是网络上对其言论
一些不准确的解读也令他困扰。

一条信息在网上流传很广，“病
患遗体解剖发现死亡者肺部出现大
量痰栓，痰栓是由呼吸机使用所产
生的，痰栓最终致人缺氧而死。”并
表示新冠感染死亡人数下降是因为
刘良的尸检结果改变了临床治疗方
法。

刘良在朋友圈发表“严正声明”
辟谣。“我没有干预任何个例的临床
治疗，每个病例都有他的不同特点。”

刘良说，把信息归纳总结起来需
要一定的数据量，毕竟解剖发现的有
一些是患者个体的病变，不是病毒本
身的特性。现阶段对遗体标本没有
什么要求，后期随着对新冠肺炎的理
解增加，他希望能够进行筛选，将年
龄组、性别等因素考虑进去。

从事法医病理学工作30余年
来，刘良亲自检案数千次，其中不乏
国内、省市内的各种疑难、典型、重大
要案。从1月22日开始，刘良不断
在朋友圈里表达对病理解剖介入抗
疫的焦急。

刘良说，不知道病毒在肺里、肠
道里是怎么分布的，也不知道突破
点在哪里，就是“盲打”。要解决这
个问题，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从器官
学、组织学、细胞学的形态，甚至从
分子学的形态去判断识别敌我双方
在哪里交战，这就是临床病理要做
的事情。

（新华社武汉3月3日电）

为诊疗方案修改完善提供支持
刘良团队正进行后续新冠肺炎患者已解剖遗体的病理研究

检测人员在“火眼”实验室工作。“火眼”实验室是由武汉市政府、东
湖高新区、中交二航局、上海诺瑞实验室、华大基因联合共建的新型冠状
病毒检测实验室。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东京3月3日电
日本奥运会大臣桥本圣子3日
在国会质询时透露出东京奥运
会可能延期的想法，但是否有进
一步的行动，只能等待日本奥组
委4日向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
例行陈述内容。

当天在日本国会参议院接
受质询时，有议员问桥本圣子奥
运会是否能够延期，她回答说：

“5月底是判断东京奥运会能否
如期举行的重要时间点，举办合
同只写着，如果东京奥运会不能
在2020年内举行，国际奥委会
有权中止合同。根据这一条款，
东京奥运会可以在2020年内对
举办日期进行调整。”

不过，桥本圣子同时表示，
东京奥组委、国际奥委会和东京
都正在全力筹备以7月24日开
幕时间而定的奥运会，日本政府
也尽力给予帮助。她还说，已经
有国际奥委会委员认为5月底
是最终判断能否如期举办的最
后期限。她指的委员是来自加
拿大的迪克·庞德。

据新华社洛桑3月3日电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3日发表声
明，再次表达了对2020年东京奥
运会如期举行的充分承诺，同时
欢迎各利益相关方在准备本届奥
运会、特别是资格赛的过程中紧
密合作、灵活应对，鼓励所有运动
员为备战东京奥运会继续努力。

东京透露延期办奥运口风
决定权在国际奥委会

科研攻关助力战“疫”

2月22日，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病理学教授刘良
（右二）与团队成员合影。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