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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球同此凉热。就在王国念写下这些文字

的当晚，习近平主席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进行了越洋通话：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
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必须树
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
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人类祸福相依。早在疫情暴发之初，中国
就将自身放进世界的参照系，扛起大国的责任。

1月 12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收到中国分
享的病毒基因序列信息，在全球流感共享数据
库发布，各国共享。

“疫情是魔鬼，我们不能让魔鬼藏匿。”习近
平主席话语铿锵，传递出坦诚的中国态度，彰显
出无畏的中国担当。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中国用创纪
录短的时间甄别出病原体，及时主动同国际社
会分享有关病毒基因序列。

中国的抗疫之战，同样也是为世界而战。
习近平主席反复表示：“中方秉持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

疫情发生后，习近平主席同外国领导人和
国际组织负责人会谈会见 4次，通话 51次，向
10余个国家的领导人和欧盟等区域组织负责
人致慰问电，还同阿根廷总统互致信函，向比
尔·盖茨、美国犹他州小学生等复信，介绍中国
人民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举措，感谢国
际社会给予中国的支持帮助，表达中方为各国
提供力所能及帮助的积极意愿，为国际社会携
手抗击疫情注入强大信心。

爱人者，人恒爱之。在中国战事最危急的
时刻，国际社会纷纷表达温暖和善意，同中国人
民站在一起。

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为中国人民抗疫
斗争提供了物资等援助；170多个国家领导人、
5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以及300多个外
国政党和政治组织向中方表示慰问和支持。

“患难见真情！”柬埔寨首相洪森、蒙古国总
统巴特图勒嘎、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先后访华，
习近平主席对他们真诚坚定的支持表示感谢。

中国人民永远记得，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第
一时间派专机将急需的医疗物资送抵武汉；英国、
德国飞抵武汉的撤侨包机上装载着医疗物资；长
期接受援助的欠发达国家赤道几内亚向中国捐款
200万美元；蒙古国向中国捐赠3万只羊；巴基斯
坦送来了自己储备的几乎全部口罩……

中国人民也不会忘记，中国国歌在日本松
山芭蕾舞团响起，斯里兰卡数百万民众为中国
人民诵经祈福，“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美好诗
句随着爱心捐赠漂洋过海……

诚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博鳌亚洲论坛理事
长潘基文所言，历史铭记的不仅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优势，也有各国携手合作应对危机
的共同担当。

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从报告
第一个病例到报告首个 10万病例，用时 67天；
到报告第二个 10万病例，用时 11天；到报告第
三个10万病例，用时仅4天……截至目前，全球
确诊病例已超过440万例！

对各国遭受的疫情重击，中国感同身受。
习近平主席的一封封慰问电，陆续发往意

大利、伊朗、韩国、西班牙、塞尔维亚、德国、法国
等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欧洲理事会和欧
盟委员会负责人。

中国人民在抗击疫情中取得的宝贵经验，
通过一场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
全国各省区市新闻发布会、医学专家视频交流
会，毫无保留地向五大洲传递。

当地时间3月 21日 21时，塞尔维亚贝尔格
莱德国际机场。中国援助塞尔维亚的抗疫医疗
专家组乘专机抵达，同时带来中国政府紧急筹
集的防疫物资。

站在舷梯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以一一
碰肘的特殊方式，热烈欢迎中国专家，并在五星
红旗上献上深情一吻，表达深深谢意。

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习近平主席通电话时表
示，中国向遭受疫情的国家及时伸出援助之手，
为国际社会树立了良好典范。

——同全球 180个国家、10多个国际和地

区组织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同 160多个
国家和国际组织举行疫情防控视频交流会议；

——先后派出 20多支医疗专家组，向 15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急需的抗疫物资援助；

——向世卫组织捐款5000万美元，尽一切
努力为其他国家在华采购医疗防护物资提供便
利。

尽己所能，慷慨解囊。
伊朗德黑兰大学中东北非研究院助理教授

哈桑·艾赫迈迪安说，中国的援助不仅体现了人
道主义精神，更是一个大国的负责任行为。

疫情既是一次大战，也是一次大考。对中
国如是，对世界亦然。

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这次疫情蔓延范围
之广、速度之快、影响之大百年未有。”

针对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攀升、无症状感染
者增多的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
部署加强对境外中国公民的关心关爱，一方面
及时将疫情防控工作重点切换到“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

从严格海关检疫执法到实施航班风险精准
防控，从落实入境人员闭环管理到加大无症状感
染者筛查力度，从赴疫情严重国家接回中国公民
到向中国留学人员比较集中的国家调配“健康
包”……一系列举措有效巩固了来之不易的战

“疫”成果，继续为世界战“疫”守好东方防线。
面对百年罕有之大疫，人类该何去何从？

各国又肩负怎样的使命？
3月26日晚，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巨大的电视墙上传来各国领导人、国际组织

负责人的画面，利雅得、莫斯科、华盛顿、柏林、巴
西利亚……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首次以视频会议
的方式召开一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

“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
战”，“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积极支持国际
组织发挥作用”，“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
调”——习近平主席基于中国实践，就全面加强
国际合作、凝聚战胜疫情强大合力提出 4点中
国倡议。

“公共卫生危机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团
结合作是最有力武器”……在全人类的大考面
前，中国声音赢得更加广泛的认同与共鸣。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中华民族
以感天动地的磅礴伟力，书写不可
磨灭的英雄史诗

“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
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
长、从磨难中奋起。”——习近平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习近平总书记
在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不止一次引
用这句话。

“你们真正做到了救死扶伤、大爱无疆。”3
月 10日，在武汉火神山医院指挥中心，习近平
总书记同正在病区工作的医务人员代表视频连
线，“你们是光明的使者、希望的使者，是最美的
天使，是真正的英雄！党和人民感谢你们！”

战“疫”异常惨烈，他们以生命捍卫生命：
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直到住进重症监护

室，念念不忘的还是病人收进了多少，感染防控
达标了没有。为了不传染别人，他叮嘱同事“不
要给我插管”……

阴阳永隔，也在救治病人的妻子闻讯赶来，
只能追着殡仪馆的车子，一遍遍哭喊挚爱的名
字……

疫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参加过汶川抗震救
灾、援非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军队支援湖北医疗
队队员吴亚玲毫不犹豫递交请战书，奔赴火神
山医院。

母亲突然辞世。噩耗传来，她只是默默流
泪，朝着家的方向，深深鞠了三个躬，然后又回
到病人身边。

有太多泪水，来不及擦干；又有太多勇毅，
刻印在遮掩的脸庞。

84岁的钟南山挤上高铁餐车，赶赴武汉。
73岁的李兰娟每天只睡3小时，“疫情不退

我不退。”
72岁的张伯礼胆囊摘除手术后第三天就

投入工作，只说了一句：“肝胆相照，我把胆留在
了这里。”

“广大医务人员奋不顾身、舍生忘死，这种
高尚精神让我深受感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发自肺腑。

那些除夕夜在请战书上按下的手印，那
些口罩烙印在面颊的伤痕，那些防护服下被
汗水浸透的脊背，那些偷偷写好又悄悄藏起的
遗书……都留在了祖国和人民的记忆里。

“你们都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我看不到
你们的真实面貌。但是，你们在我心目中都是
最可爱的人！”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鼓舞着白
衣战士。

勇敢与牺牲，在这场大战中难以计数；平凡
与伟大，在这场大考中淋漓尽致。

3月 10日，武汉东湖新城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拉张折叠椅，习近平总书记坐下来，同社区
工作者、基层民警、卫生服务站医生、下沉干部、
志愿者等，面对面亲切交谈。

总书记说：“大家夜以继日、不辞辛劳、默默
付出，悉心为群众服务，为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保障群众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展现了武汉党
员、干部不怕牺牲、勇于担当、顾全大局、甘于奉
献的精神。”

“我们不睡，这座城市就不会输。”
武汉“封城”的日日夜夜，有党员、干部冲

锋在前，有公安民警昼夜值守，有社区网格员
随叫随到，有环卫工人定点清扫，有志愿者爱
心接力……这些默默无闻的人们，守护着万家
灯火，撑起一座城市的生命线。

3月 10日，武汉东湖新城社区。已经居家
隔离48天的居民群众看到总书记来了，纷纷从
阳台和窗户探出头来致意，有的摇着国旗高呼：

“中国加油！武汉加油！”
“大家一起加油，再坚持一下！”这一幕镜头

被亿万次地浏览，总书记的声音和人民的声音
回响在一起，“党和人民感谢武汉人民。”

人民，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重千钧。一次
次感谢人民，道出的是“人民至上”的赤子情怀，
更是举国战“疫”的制胜法宝。

德国病毒学家德罗斯滕说，我们确实要向
中国学习经验，感谢中国政府和有奉献精神、集
体主义思想的中国人民。

武汉解除“封城”消息传来那一刻，武汉金
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落泪了。

灾难来临时，他没有顾及自己渐冻症加剧
的病情，也无暇照看确诊新冠肺炎的妻子。

风暴退去时，他想起最多的是那些曾经顽
强与病魔抗争的生命，那些穿梭运输病人和样
本的志愿者，那些痊愈后赶来献血的患者，还有
手机里不间断刷屏的“隔离病毒不隔离爱”……

而今，习近平总书记的褒奖，慰藉着生命的
伤痕，温暖着冬去春来的荆楚大地：“武汉人民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彰
显了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

灾难终会过去，感念长留心底。
深入“红区”的记者忘不了，连夜奋战的医

生痛哭着说：“对不起，我尽力了”；方舱医院的
患者忘不了，有人连失至亲，还流着泪为大家鼓
劲儿；亿万网民忘不了，重症患者用尽最后的力
气，写下“我的遗体捐国家”……

党和国家忘不了，无论老幼，不分职业，14
亿人民选择为家守国，又为国舍家,以排山倒海
的磅礴伟力，把“不可能”变成了“一定能”。

在美国《时代周刊》发布的抗疫群像中，北
京外卖骑手高治晓的一双手格外醒目。这个
32岁的青年每天骑行一百多公里，最多派送六
七十单，一双手送出的不仅是很多家庭的急需，
更是一个国家负重前行的希望。

“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习近平总书记饱
含深情地赞美道。人民，正是这个国家续写奇
迹、走向胜利的力量源泉。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民族历史上
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
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

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这种精
神蕴藏于抗击外侮争取独立解放的艰辛中，磨
砺于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不懈探索的奋斗
中，也闪亮在抗击非典、抗震救灾、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淬炼中。

4月8日，零时。
武汉长江二桥的亮化维保员温瑞又一次从

桥下的板房走出，望着他守护了70多天的大桥

灯光。
“武汉重启，不负春天”的字样准时亮起，

“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灯光秀点亮武汉三
镇的夜空。

与此同时，武汉西高速路口，随着第一辆小
客车驶出，铁路、民航、水运、公路恢复运行。

江汉关的钟声传向四方。广场前、楼宇间，
视频直播里、微信朋友圈，一声声“武汉必胜！”

“祖国万岁！”和这个城市一起迎来崭新的一天。
城市一隅，清亮的啼哭声升起在湖北省妇

幼保健院产房，这是“封城”以来，在这所医院诞
生的第5108个新生命。

“人在城在，不胜不休！”
用 1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

头，用 2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
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 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
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对
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这样
的成绩来之不易！

巍巍黄鹤楼，见证了一座城市的不屈抗争；
滔滔长江水，奔腾着一个民族的澎湃热血。

初心不忘，使命永担，在历史大
考中实现历史进步

“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
次 大 考 ，我 们 一 定 要 总 结 经 验 、吸 取 教
训。”——习近平

庚子年清明节的记忆，刻骨铭心。
2020年 4月 4日 10时。中南海怀仁堂前，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佩戴白花，神情凝重，
肃立默哀，同 14亿中国人民一起，深切悼念新
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

3分钟，180秒，警报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
外，国家以最高的祭奠为牺牲的英雄送行、向病
亡的同胞致哀。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全国 8 万多人感染，
4600多人失去生命。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这次疫情是对我
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
结经验、吸取教训。”

面对大考，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令人动
容。

3 月 2 日，一场特殊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广
州、武汉两地举行。

通过视频，有 55年党龄的钟南山院士对火
线入党的前线护士李颖贤说：“现在正是需要共
产党员站出来的时候，我在你平凡的工作中看
到了伟大。”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
在这场生与死的大考面前，全国共有44万人递
交入党申请书。

在抗疫一线，共建立临时党组织24.4万个；
有396名党员、干部因公殉职（牺牲）。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铮铮誓
言响彻神州，鲜红的党旗高高飘扬在抗击疫情
的第一线。

面对大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
加凸显。

一声令下，千里驰援；统一调度，协同推进；
多线并举，进退有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指出：“我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之所以能够有
力推进，根本原因是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势发挥了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

面对大考，上下同心的磅礴力量势不可挡。
殷殷嘱托，在给在首钢医院实习的西藏大学

医学院学生的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勉励他们以
战“疫”中的白衣天使为榜样，努力做党和人民信
赖的好医生；语重心长，在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
队全体“90后”党员回信时，习近平总书记激励
广大青年不惧风雨、勇挑重担，让青春在党和人
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始终挂念，在给
武汉市东湖新城社区全体社区工作者的回信中，
习近平总书记寄予厚望，希望他们为彻底打赢疫
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再立新功。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回信勉励劳动群
众，“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寄语新时代青年，国
际护士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护士致以节日的
祝贺和诚挚的慰问……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
心，鼓舞人心，激发斗志。

有一点光发一点光，有一份力出一份力。14

亿人民用“心往一处想”的家国大爱，用“劲往一
处使”的民族大义，开启了全民抗疫的安全模式。

大考如镜，照出了优势，也暴露了短板。
2018年1月，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

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列举了8个方
面16个具体风险，明确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
传染性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

2019年 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
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
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
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
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

党中央的清醒研判，绝非危言耸听。在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关键节
点，新冠肺炎疫情重重叩响警钟。

医院床位储备不足，基层医疗明显薄弱，捐
赠物资分配不畅，防控通告前后不一……质疑
声中，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
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的短板亟待补齐。

有的不敢担当、不愿负责，有的情况弄不
清、工作没思路，有的仍在搞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抗疫斗争中，少数干部难以经受考验、工
作能力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次灾难过后，我
们就应该变得更加聪明。”

在战“疫”中总结经验教训，着眼长治久安，
正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
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明确指
出，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
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
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
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
管理体系。

“江堤海堤的建设，房屋抗震的建设，要为
百年不遇的灾害做准备。公共卫生的投入，也
是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

坚持未雨绸缪、底线思维，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加强战略谋划和前瞻布局，坚持平战结
合，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
应急管理体系，推动工作力量向一线下沉，优化
重要应急物资产能布局和保障，确保公共卫生
领域重大风险发现得了、预警得早、处理得好。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习近平总书记进一
步指出，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
的敏锐，既要高度警惕和防范自己所负责领域
内的重大风险，也要密切关注全局性重大风险。

着眼根本，谋划长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指出：“人和自然要和谐相处，一旦人类活动超
出自然承载力就要受到报复。”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不仅关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更关乎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

察势者明，趋势者智。面对这场全球的重
大危机、全人类的共同战争，习近平总书记的声
音坚定有力：“全人类只有共同努力，才能战而
胜之”。

为世界康宁，为中国奋进！
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言犹在耳：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
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
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
大斗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
验之大前所未有。”

“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坚定不移深
化改革，健全各方面制度，完善治理体系，促进
制度建设和治理效能更好转化融合，善于运用
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冲击。”

在5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总
体是好的，同时境外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国内防范
疫情反弹任务仍然艰巨繁重。要坚决克服麻痹思
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持续抓紧抓实
抓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决不能让来之不易
的疫情防控成果前功尽弃，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从大战中总结经验教训，从大考中汲取智
慧力量，中华民族一定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
风雨无阻向前进！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风雨无阻向前进

为打造“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
的医疗服务格局，让百姓不出家门、通过
网络就能享受县级医疗服务，2019年7
月以来，浚县人民医院主导运用微信群
等新媒体工具，以村级村民覆盖大群、乡
级管理调度群、县级专科专病群及急救
群为载体，以预防保健、疾病治疗、重症
急救为主要功能，整合全县4657名医护
人员及其他相关医疗资源，构建起覆盖
全县438个村（社区）、16万户、70多万
人的医疗网络体系。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浚县
人民医院综合运用健康服务体系覆盖
广、传播快、响应迅速的特点，做好“线
上”和“线下”两篇文章，“线上”开展舆
情辟谣、线上问诊、健康知识宣教、防
控知识宣传，“线下”完善建档立卡贫
困患者就医绿色通道，持续做好贫困
人口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确保疫情防
控不松劲、健康扶贫不松懈。

不用出门不用愁，线上抗疫
显身手

2020年 1月 28日，白寺东许庄村
村民在浚县人民医院健康服务群中询
问：“朋友从广州回来途径武汉特别害怕
应该怎么办？”当时值班的浚县人民医院
健康管理部主任张新芬立即询问村民是
否有症状。村民回复没有发烧也没有咳

嗽。张新芬立即在健康服务群中告知
“不要害怕，勤洗手，家里多通风，不要出
门，多喝水，勤换衣服，有问题及时在群
里咨询。”随后将预防保健知识发送到群
里，让村民学习。这看似寻常的一次问
诊不但给村民自己和其朋友吃了一颗

“定心丸”，更让群里其他村民安了心，解
除了大家的恐慌和抵触。

在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中，浚县人民医院健康服务体系大显身
手，凸显出了互联网医疗服务体系的时
代作用。医院通过健康服务平台，对全
县乡、村两级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进行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知识的规范培训。
利用微信群，做好信息数据的迅速收集，
全面排查武汉返乡人员，登记基本信息、
返乡时间，密切监测体温情况。各行政
村通过微信群将每天从武汉返乡的人员
及时进行上报，落实人盯人制度，即每位
武汉返乡人员都有一名医务人员监管，
严密监测体温情况，进行居家14天的自
行隔离。县医院医生通过微信群对其进

行心理疏导、个人防护注意事项、出现不
适症状时的就医流程、居家消毒方法等
指导，发现体温异常的，通过微信群第一
时间上报，有效提高了异常监测的及时
报告率和工作效率。

其他村民也通过健康服务体系在
家中就能在线咨询疫情防护知识，接
受县级医疗专家的会诊，并在其指导
下进行治疗和护理，极大地防止因线
下就诊人员相互密切接触引起交叉感

染的出现。据统计，疫情期间，浚县人
民医院利用健康服务网，进行线上防
控知识宣教 3018 次、健康教育咨询
4037次，开展线上坐诊336人次,服务
基层群众 7786人次，保障基层百姓疫
情期间看病求医正常运行。

线上线下齐发力，健康扶贫
添动能

浚县人口多，卫生资源分布不均，

一些贫困人口自我保健意识不强，健康
行为养成缓慢，未病不防、慢病不医、小
病拖大、久病不治现象依然存在，群众
看病远、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健康扶贫
难啃的“硬骨头”。为了解决农村困难
患者就医不便，“小病挺、大病等、慢性
病顶一顶”的困境，浚县人民医院以健
康服务体系为抓手，线上线下发力，靶
向精准施策，推进健康扶贫。

线上，由浚县人民医院牵头整合
乡镇医院的同类科室医务人员，建立
五大中心微信群，与县乡管理群实现
实时联系和业务对接。同时，由各科
室主任牵头，整合县域医疗机构同类
科室医生，组建了 52个专科专病群。
同时实行医生分包村制度，让科主任
及医师下沉到村里的健康管理急救
群，覆盖到全县每个村（社区），实现与
群众、村医的直接交流，更便于为群众
提供健康服务。确立专家值班表，定

期在群内进行健康知识宣教和线上坐
诊，及时解决贫困群众看病就医需求。

线下，浚县人民医院利用专业优
势，组织院内党员成立精准扶贫专家团
队，在当地乡镇卫生院和村医的积极配
合及摸底调查的基础上，走村串户，送
医上门，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开展免费
健康体检及疾病筛查工作。院内，浚县
人民医院通过开通建档立卡患者就诊
绿色通道、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制度、
设置爱心病房等措施，确保贫困患者得
到及时、安全、规范、有效的治疗。

各村的健康管理急救群成为服务
贫困群众的重要平台，贫困群众的健
康问题发到群里以后，村医能解决的，
立即开展诊治；村医不能解决的，通过
微信群将患者症状等信息联系到乡镇
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解
决，不能解决的会第一时间通过管理
员群联系县医院的医生专家以及急诊
科；五大中心微信群和 52个专科专病
群的县医院医生根据患者病情，及时
提出治疗方案，并开辟就医绿色通道，
确保得到有效施治，形成了“小病有效
治、大病分级治、急危重症快速治”的
看病格局。

图：陈荣荣 文：庞现超

一 切 为 了 人 民 的 健 康

隔空问诊解民忧 线上服务大健康
——浚县人民医院健康服务体系助力疫情防控和健康扶贫

浚县人民医院专
家定期赴乡镇卫生院
为贫困群众做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