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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抗击非典精神 保障人民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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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非典的预防、治疗和控

制工作，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直接关系

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直接关系国

家利益和我国国际形象。

——摘自2020年6月15日

人民日报《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放在心里——习近平同志

2003年领导浙江省抗击非典斗

争纪事》

中日友好医院林江涛

只想多挽救生命
本报记者 杨彦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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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矗立着该
院主任医师丁秀兰的半身铜像，“精
神永存”4个大字金光闪闪。

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丁秀兰是在抗击非典中牺牲的无数优
秀医务工作者之一。在那场没有硝烟
的战斗中，广大白衣战士用血肉之躯
筑起了一道钢铁长城，维护了人民群
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2003年2月中下旬，非典疫情在
广东局部地区流行，3月上旬在华北
地区传播和蔓延，4月中下旬波及2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在抗击非典的关键时刻，党中央
提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
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
利”的抗击非典精神。

万众一心、众志
成城，筑起一道道联
防联控的铜墙铁壁

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党中
央、国务院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及时作出坚
持一手抓防治非典工作这件大事不放
松，一手抓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
摇，齐心协力夺取抗击非典和促进发
展双胜利的重大决策。

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
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齐心协力，
步调一致、听从指挥，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形成抗击
疫情的强大合力。

大疫如大考。党中央、国务院出
台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动全国防治工
作科学有序地深入展开，一张防控非
典的网络迅速在全国张开——

成立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
部，设立总额 20 亿元的非典型肺炎
防 治 基 金 ， 专 题 部 署 农 村 防 治 工
作，将非典纳入法定传染病；每天
公布疫情，指导各地防治工作，发
布公众预防非典指导原则，公布推
荐治疗方案；中小学停课，高校封
闭式管理，公共场合定期消毒，疫
情场所整体隔离……

最初，北京确定6家专门收治非
典患者的定点医院。随后，定点医院
增加到11家。2003年5月1日，仅用
7 天 7 夜建成的全国最大的非典定点
医院——小汤山医院正式启用。5月
7日，改造后的三级甲等医院宣武医
院开始运转。至此，北京抗击非典的
医疗资源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非典
病床增至3600张。5月7日24时，北
京所有确诊非典患者全部转移到 16
所定点医院，实现了“确保收治、随
诊随收、集中治疗”。

从城市到乡村，从机关到企业，
从社区到学校，从地方到部队，全国

上下紧急行动，全民动员，全社会参
与，形成了严密有序的群防群控、联
防联控体系，筑起一道道牢固的“抗
疫大堤”。

团结互助、和衷
共济，谱写一曲民族
精神的恢弘乐章

面对肆虐的非典疫情，全社会广
泛动员、积极响应，团结一致、共
同行动，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一
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人民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共同应对疫
情的挑战。

你的心，我的心，万众一心；你
的力，我的力，千钧之力。2003 年
的春天，中国人民携手铸就了抗击非
典的英雄群像，同心谱写了民族精神
的恢弘乐章。

“隔离是为了早日欢聚！”在北京
首个隔离区域——北大人民医院宿舍
隔离带外的一排杨树上，挂满了五颜
六色的中国结、黄丝带、千纸鹤和心
形卡片。面对隔离措施，广大群众识
大体、顾大局，积极配合，密切合
作。隔离区外的人们主动关心、帮助
被隔离者，处处真情涌动。

抗击非典，使全国人民的心紧紧
凝聚在一起。困难之时，他们没有怨
天尤人，而是相互支持、相互鼓励，
从自身做起，以不同的方式投身抗击
非典的斗争。

2003 年 4 月 20 日，北京向上海
紧急求购1万箱特效除菌皂，足足75
万块，相当于上海制皂厂往常近一年
的内销量。非常时刻，上海制皂厂立
即停产所有其他订单产品，连夜改造
生产线，紧急转产特效除菌皂。近百
名管理人员不约而同来到生产车间，
一齐上阵，突击包装。任务终于如期
完成。

2003 年 4 月 23 日，北京首次向
山东发出特急用血求援函。此时，
山东省血液中心血库只有平时一天
的用量。山东省血液中心向菏泽、
济宁、青岛等地紧急发出指令。短
短 3天时间，全省迅速调集大量全血
发往北京。

北京非典定点医院的第一名志愿
者王兰，穿上印有“佑安医院”字样
的工作服，为医务人员临时休息的公
寓打扫卫生。这名平时几乎不做家务
的珠宝店经营者主动请缨，谢绝了每
天 50 元的报酬，进行了一个月的义
务保洁工作。

一名居民看到北京电视台演播的
“万众一心，共抗非典”大型义演
后，立刻骑着自行车，赶到北京电视
台 ， 捐 赠 了 自 己 辛 辛 苦 苦 积 攒 的
1000元。

团结的力量无坚不摧，互助的精
神感天动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
从党政机关到工矿企业，从党员干部
到普通群众，无论男女老少，都付出
了无私的大爱。

迎难而上、敢于
胜利，交出一份生命
至上的中国答卷

“2003 年非典的时候你们保护了
我 们 ， 今 天 轮 到 我 们 来 保 护 你 们
了。”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斗争中，医务人员中近一半的“90
后”、“00后”用这句话感动了中国。

抗击非典时期，广大医护人员、
科研人员挺身而出，站在抗击非典的
最前线，临危不惧、勇挑重担，把疫
情当敌情，把病房当战场，把患者当
亲人，交出一份生命至上的中国答
卷，展现了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医院就是战场，作为战士，我
们不冲上去谁上去？”中国工程院院
士、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舍
生忘死，昼夜坚守在最前沿。

“这里危险，让我来！”广东省中
医院二沙岛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叶欣
争分夺秒抢救病人，不幸感染病毒
牺牲。

“战斗已经打响，我怎能离开？”
山西省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梁世奎
牺牲时还挂着听诊器。

“选择了从医，就选择了奉献。”
北大人民医院主任医师丁秀兰以身殉
职，用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迎难而上、敢于胜利，既是一种
昂扬的精神状态，也是一种求实的科
学态度。中国科学院和军事医学科学
院的科研人员争分夺秒，36 小时完
成非典病毒的基因测序，16 天开发
出新一代红外测温仪，为战胜非典提
供了有力武器。

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中西医
结合成为防治非典的重要经验。当年
87 岁的邓铁涛力挺中医参与抗疫，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让中医
挑大梁，取得“零转院”“零死亡”

“零感染”的成绩。
经过不懈努力，我国有效控制住

了非典疫情。2003 年 6 月 24 日，世
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
告。至此，我国抗击非典取得阶段性
重大胜利。

抗击非典的胜利，充分显示出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从全
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成立，到世
卫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
同时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排除，
我们仅仅用了两个月时间。这一速
度，超乎预期。中国攻坚克难的能
力，再次让世界惊叹！

图①：2003年5月，江苏省连云港市首
例非典疑似患者从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康
复出院。 俞德春摄

图②：非典疫情期间，中日友好医院隔
离病房内，医护人员在给患者做肺部检查。

本报记者 李 舸摄
图③：2003年5月，北京地铁的工作人

员在消杀作业。 人民视觉
图④：非典疫情期间，北京市紧急建成

小汤山医院，作为非典定点医院。
张林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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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
任医师林江涛前不久整理出了一份档案，记
录了他的两次抗疫经历。其中，一部分是他
去年辗转各地会诊新冠肺炎危重患者的诊
疗记录，另一部分是18年前他参加抗击非典
时留下的珍贵资料。

2003 年春天，非典疫情突如其来。林江
涛临危受命，担任中日友好医院防治非典医
疗组组长，也是北京市非典型肺炎防治专家
组成员。他清晰地记得，当时防护条件有限，
他和其他医护人员“戴着好几层棉布口罩”，

“用胶布粘牢”，一头扎进病房。
当年 4月，林江涛带队前往北京胸科医

院（现北京老年医院）支援，帮助改造病房、
筹备集中收治患者。科里的医生几乎全部上
了一线，出发时，当时的院长紧紧握着他的
手，神情严肃地说：“这场仗很难打。”

“作为医生，职责就是治病救人，更何况
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林江涛并没有过多
犹豫，话里透着坚定。由于连日疲惫，他不小
心摔在楼梯上，造成骶尾骨骨折，但他谁也
没有告诉，强忍着疼痛，每天仍然准时出现
在病房。

中日友好医院被指定为防治非典定点
医院后，林江涛也回到了医院，顾不上休息，
也顾不上骨折的疼痛，继续投入紧张的临床
救治工作中。他白天诊治患者，夜里经常前往
北京防治非典指挥部汇报情况。工作之余，他
还承担了院内医师的培训工作，经常连夜总
结诊疗经验，并利用中午的时间连线媒体，向
公众科普预防非典知识。他说：“只想着多挽
救生命，多做一些事，与时间赛跑。”

今年 7月底，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张忠
德抵达江苏省南京市后，迅速投入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工作中。从去年除夕夜逆行武汉，
再到今年转战河北邢台、云南瑞丽、广东广
州……一路马不停蹄。作为一名党员和中
医，他一直冲在抗疫一线。

这不是他第一次出征。18 年前，非典疫
情侵袭广州。时任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医院
急诊科主任的张忠德，与该院护士长叶欣等
医护人员并肩作战，坚持救治患者一个多
月，成为最早与非典交锋的人。

“刚开始，我们就戴着棉纱口罩，没有标
准的防护服，以为能挡得住病毒……”当时，
张忠德在为一名患者插管时不幸感染。“后
来的每一天，都觉得这也许是生命的最后一
天了。”他把写好的遗书，压在了枕头底下。

幸运的是，病情出现转机。2003年4月4
日，张忠德治愈出院，他把这一天当成了自
己的第二个生日。中西医结合治疗挽救了他
的生命。出院后，他走两三米就喘，很多同事
判断他以后上不了班了。张忠德不信邪，以
中医理论指导自己进行康复训练，一个月后
就回到工作岗位。“你以为曾经得过非典会
让我畏惧退缩？完全错了！”每每谈及这段经
历，张忠德都是哈哈一笑。

张忠德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想
到自己有抗击非典的经验，而且一直研究呼
吸系统及传染病相关专科知识，去那里最合
适。电话一来，我没有任何犹豫，立刻投入战
斗。”张忠德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中西医
结合抗疫贡献“中国方案”。

广东省中医院张忠德

冲在抗疫一线
本报记者 贺林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