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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解封会不会造成二次扩散？
李兰娟、张伯礼、曾光等回应了

●武汉重启，打开通道不等于解除防控

融媒导读

更多新闻请看
河南日报客户端

□新华社记者
梁建强

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

沉寂了 76 天之后，江城武汉，正在

这个春天复苏——4 月 8 日零时起，武

汉市解除离汉通道管控措施，有序恢复

对外交通。城市“解封”之际，从“暂停”

到“重启”，还需要全国各地“搭把手、拉

一把”，需要社会各界以更多行动加油、

助力。

回顾武汉关闭离汉通道的那些日

子，疫情肆虐之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正是全国各地、社会各界的火速驰援，让

武汉人民坚定了阻击疫情的信心，也让

湖北人民鼓足了战胜疫魔的勇气。

武汉人民、湖北人民不会忘记：在

医务人员极度紧缺之际，从农历除夕夜

起，白衣执甲，一批又一批的援鄂医疗

队队员“逆行”出征、奔赴武汉，全国累

计选派 330 多支医疗队，超过 4 万名医

务人员驰援湖北；在医用物资极度匮乏

之际，各地不遗余力调集口罩、防护服

保障湖北供应，众多省市“搬家式”援助

湖北各市州……社会各界踊跃捐款捐

物，爱心如潮，汇聚为战“疫”的磅礴力

量。

众志成城，共克时艰，以武汉市为

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如今已基

本阻断。推动疫情防控从“全面阻击”

向“精准防控”转变，加快建立与疫情防

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努力把

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成为新阶段

打赢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主要任

务。

既要抓好疫情防控，又要着力统筹

经济社会发展，武汉市、湖北省的“担

子”依然不轻。按照要求，中央和国家

机关各部委将继续加大对湖北的支持

力度，制定一揽子计划，在就业、财政、

税收、金融、脱贫攻坚、重大项目建设等

方面适当倾斜，帮助湖北解决实际困难

和具体问题。这体现了对于一城一省

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重视，也为切实

支持武汉、湖北指明了具体着力方向。

爱武汉、挺湖北，需要更多行动。

在眼下这段时间“拉一把”，帮助武汉、

湖北早日全面步入正常轨道，不仅需要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的鼎力支持，同

样需要更多地方、更多人伸出援手。比

如，受疫情影响，湖北许多地方的农产

品积压待销，多帮湖北“拼单”“带货”，

就是支持、助力；在持有“绿码”的武汉、

湖北籍人员有序外出务工之际，不戴

“有色眼镜”，给予更多工作机会，用真

诚和善意接纳他们，同样也是支持……

疫情防控最吃劲的时候，一句句

“武汉加油”“湖北加油”，曾给予武汉人

民、湖北人民莫大鼓舞；时下，由衷期待

社会各界以更多“加油”行动，助力湖

北、武汉经济社会发展“爬坡上坎”。

（新华社武汉4月8日电）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4 月 8日，在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省
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综合组副组长、
省卫健委副主任张若石介绍了我省疫情
防控最新进展情况。

4月 7日 0时至 24时，我省无新增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死亡病例。

截至 4 月 7日 24 时，我省累计报告
本地确诊病例 1273 例，累计出院 1250
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3例，其
中出院2例。目前在院隔离治疗2例，其
中本地确诊病例 1 例、境外输入病例 1
例，均为轻症。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
染者 7例，其中本地报告 2例、境外输入
报告 5例。自 1月 21日起，全省已累计
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40137 人。4月 7日
解除观察 57人，目前有 228人正在接受
医学观察。

张若石说，4月 8日 0时起，武汉市解
除离汉通道管控措施，标志着疫情防控
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但是，“解封”不
是“解防”，解封通道不是解除防控，越是
在这个时候越要提高警惕，继续保持防
控思想不放松、防控标准不降低。

当前，无症状感染者等因素给疫情
防控工作增加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其
隐蔽性也给防控带来了很大难度，内防
反弹任务艰巨。各地要坚持实事求是，
及时公开透明发布有关信息，回应社会
关切。注意防止对出现新增病例“一刀
切”追责的不当做法。对及时发现、快速
处置、未造成传播扩散的予以表扬；对瞒
报、迟报、漏报相关情况，造成严重后果
和不良影响的，依法依规严肃追究有关
人员责任。③6

本报讯（记者 宋敏）4月 8日 10时
44分，由长沙南开往北京西路过武汉的
G534次列车缓缓驶入郑州东站，这是
武汉解除离汉通道管控措施后，首趟由
武汉站上客经停郑州东站的高铁列车。

11时 14分，从武汉始发开往济南
的G2082次列车抵达郑州东站。“在出
站口检测站，除了正常消杀外，到站旅
客需填报入郑信息、测体温、扫健康
码。”郑州东站相关负责人介绍，该站加

强出站引导，组织当班客运人员提
前与综控室对接，安排青年团
员突击队志愿者到站台对到
站客流进行有序疏散，防止出

现旅客扎堆拥挤现象。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

到，当天，还有24列高铁

及普速列车从武汉通过后到达郑州火车
站，有600余名武汉方向来的旅客下车，
主要为在鄂务工返乡人员。

针对武汉来郑到达和中转旅客，铁
路部门特别做好防疫宣传，加强站区封
闭管理、候车厅及站台消毒，引导到站
旅客按规登记，对重点到站人员做好无
缝交接，确保疫情防控无纰漏，旅客出
行有保障。

郑州火车站作为中部地区最大的
枢纽换乘站，对省外到郑州中转的旅客
逐一进行测温，没有发烧的旅客引导到
定点区域候车，并由专人引导乘车；对
终到郑州的省外旅客，交与地方政府进
行处理，由地方政府与旅客所在单位、
小区进行联系，再由小区人员负责接
走。③6

离汉通道管控解除首日

郑州火车站迎来600余武汉旅客

“解封”不“解防”
防止“一刀切”

爱武汉、挺湖北
要见更多行动

□新华社记者 齐中熙 廖君 胡喆 乐文婉

4月 7日晚上 11点，27岁的灯光调试员温
瑞又检查了一遍武汉长江二桥的灯光线路，在
桥下的板房里静静地看着这座独自守护了 70
多天的大桥。

当时针和分针交会在一起，大桥上的灯光
在 8日零点准时显示出“武汉重启，不负春天”
字样时，武汉迎来了崭新的一天。

4月 8日零时，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主
战场——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有序
恢复对外交通。

1月23日，武汉暂时关闭离汉通道，阻断疫
情快速扩散蔓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历时 76 天艰苦卓绝的战

“疫”，以武汉市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
已基本阻断，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

14亿人凝聚起磅礴力量，上千万武汉人逆
境坚守，英雄城市浴火重生。

九省通衢：从“暂停”到“重启”

8日零时，武黄高速武东收费站职工方静准
时上岗，值守武汉重启后离汉通道的“第一班”。

与此同时，武汉 75个离汉通道管控卡点
一并撤除。

8日6时36分，G431次列车车体缓缓驶入
武汉站站台。早已守候在此的高铁司机李飞
戴着口罩、护目镜、手套，看着它慢慢驶近，感
到无比熟悉和亲切。他说，接到武汉首列出省
高铁任务时，自己激动不已，感觉武汉终于“复
苏”了。

76天，武汉站虽然客运“暂停”，但从未停止
运转。来自全国各地三分之一以上医护人员、医
疗物资经高铁运达武汉站，再中转至各大医院。

7时许，载着300余名旅客的G431次列车
准时发出。

8日当天，武汉恢复17个铁路客站的出发
业务，开往上海、深圳、北京等地，约5.5万名旅
客乘坐火车离汉。预计保障航班 225架次，通
往全国约30个城市。

7日深夜的武汉天河机场灯火通明，正在
航前准备的几架班机振翅欲飞。

虽遇“封城”，但过去这段时间空中大通道
从未停息。

1月 23日以来，共有 4400余架次飞机在
这里紧急降落起飞，3.6 万名援鄂医护人员驰

援而来，超过了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医疗救
援的调动规模和速度。

3月 17日至今，又有累计 3.5 万余名医护
人员从这里暖心返程。

7时 22分，东方航空MU2527航班从天河
机场腾空而起，飞向三亚。机长毛霖时隔两个
多月再一次向乘客们发出机长广播：“这是来
之不易的重新启航。感谢武汉，感谢武汉人
民，你们为我们坚持了这么久！”

众志成城：从“至暗”到“曙光”

冬日已尽，不负春天。
截至4月7日，武汉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50008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46991例，其
中最年长的达103岁，现有确诊病例降到445例。

“昨天武汉又有 69例患者出院，无新增确
诊病例。”湖北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专家组组
长、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主任赵建平说。

曾经，与日俱增的感染者、重症病人，像一
座“堰塞湖”，悬在这座城市的头顶，压得每个
人喘不过气来。

危难时刻，6万余名武汉本地和4.2万名从
全国各地驰援而来的医护人员白衣执甲，4.45
万名党员干部职工下沉一线，1.9 万名民警迎
难而上。1个月内，完成 16家方舱医院改建，
86家定点医院改造；10个昼夜之内，火神山、
雷神山医院双双落成……

武汉从最高峰的一天新增 13436例，一步
步走出“劫难”：

——3月 11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首次降
为个位数；

——3月17日，疑似病例数首次清零；
——3月 18日以来，武汉市除有 3天新增

一例确诊病例外，其余18天无新增确诊病例；
——4月 6日，“封城”2个多月后，武汉新

冠肺炎新增病亡病例首次为“0”……
8日“解封”之际，仍有约1000名医护人员和

专家坚守在武汉，主要承担危重症患者救治工作。
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全市已有 65家

医疗机构开放接诊非新冠患者，其中 64家医
院全面恢复普通门诊。

“解封”日不是胜利日，零增长不等于零风
险。按照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武汉各方
仍要慎终如始，建立常态化防控长效机制，持
续做好小区封控管理等工作。

尽管武汉市城区整体仍为中风险，但 13
个城区中低风险区已增至12个。

冬去春来：从“冰冻”到“复苏”

武汉人的一天，要从“过早”吃热干面开始。
6点半，以经营热干面闻名的老字号小吃蔡

林记吉庆街店就收到了第一份订单。虽然还不
能堂食，但有不少顾客在早餐店外排队等候。

“过早”后，东风乘用车公司总装车间集配
分装班班长黄天泽来到车间，开始了一天紧张
的工作。

距离东风乘用车公司复工复产已经近一
个月，黄天泽和同事们想把过去 2个月损失的
产量尽可能追上来。

经过了两个多月的“冰冻”，武汉正
在加快“复苏”：

——城市交通运转起来了。
——中欧班列恢复开行了。
——企业逐步复工复产了。

“武汉市复工复产工作快于预计、
好于预期。”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胡亚波
说，疫情短期内会给武汉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阵痛，但不会改变武汉市持续向好
的发展势头。

“武汉本来就是一个英雄的城市，有
全国人民的支持，武汉肯定能过关！”武汉

“解封”之际，钟南山院士特意给新华社记
者发来这样一段话：“我们取得了阶段性
的胜利。我希望公众不要放松警惕，继
续注意个人防护，更希望各国都能继续
全力投入到疫情防控当中去，我相信
我们终将战胜疫情。”

8 日，对于武汉市民刑刚来说注
定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他预约这
一天和未婚妻领取结婚证。

“今天，我们夫妻二人共同许下愿
望：生活终将美好！”

（据新华社武汉4月8日电）

武汉重启 不负春天
——写在武汉“解封”之际

郑州千玺广场为武汉亮灯加油郑州千玺广场为武汉亮灯加油（（22月月88日摄日摄）。）。 本报资料图片本报资料图片 44月月77日日，，开启灯光照明的武汉黄鹤楼开启灯光照明的武汉黄鹤楼。。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医生陪着病床上的老先生看
日落。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
甘俊超 摄（图片来源：文汇报）

3月6日 希望

河南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出
发。 新华社发

1月26日 驰援

空无一人的武汉市楚河汉
街。 新华社发

1月23日 封城

编者按

武汉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
正式解除。 新华社发

4月8日 解封

4月 8日凌晨，武汉解封遇上 2020年最圆的超级月亮，让这座英雄的城市更加熠熠生辉。
76天里，武汉度过了最凛冽的冬天。76天里，全国人民与武汉守望相助，河南人民心系湖北共
克时艰。如今春上枝头，江城重启，荆楚大地到处充满希望。②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