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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随着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东院区最后一名患者核酸转
阴，湖北省及武汉市所有新冠肺炎
重症病例实现清零。上至108岁的
老人，下至出生仅30个小时的婴儿，
总体治愈率达到94%，其中80岁以
上高龄老人救治成功率近70%。

一切为挽救生命让路，决不放
弃每一个生命，这是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理念的生动写照。在疫情防控
中，党和政府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安排国家
级专家、高水平医院全力以赴集中
救治，治疗费用无需个人承担，最大
限度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创造
了抗击重大传染病的“中国奇迹”。

不分年龄一视同仁
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有一线希

望就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每一个
生命奇迹，源于永不放弃的努力。
全国各地4.2万余名医护人员驰援
湖北，不断挑战医学极限，携手攻克
救治难关，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生命
篇章。

夕阳余晖下，一位医生陪病床
上的老人看夕阳的照片，令人心
动。4月9日，在上海、四川、湖北三
地医护人员的接力救治下，87岁的
患者王欣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
区治愈出院。他背着心爱的小提
琴，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和医务人员
依依惜别。面对那些为他拼过命的
白衣战士，他哽咽了：“你们把我从
死神那里救活了……”

93岁的华奶奶是江汉大学的教
师，平时爱好画画。因感染新冠肺
炎，她在华中科技大学协和东西湖医
院住院治疗。出院前，她在护士的防
护服上画了一幅画，留作纪念。她
说：“这是表达感谢的最好礼物!”

“马上要出院了，但我们叫不出
任何一位医护人员的名字，没看清
任何一位医护人员的面容。无法表
达心中的感激，只能写这封信表达
感恩之情，我们将永远记住这次疫
情中你们的大爱。”不久前，武汉市
第四医院感染病区18楼护士长欧阳
斐收到一封手写的感谢信，写信人
是病区两位即将出院的古稀老人。

“张医生，真的感谢您啊!”4 月
16日，95岁的徐明独自走上武汉市
中医医院汉阳院区综合楼二楼，他
来看望该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张
军。老人住院时表示：“要不就放弃
治疗，把药留给别人吃吧。”当时，张
军告诉老人，他们不会放弃任何一

名患者。在医生的努力下，老人终
于战胜了病魔。

1月27日，中部战区总医院收
治一名即将临产的新冠肺炎确诊孕
妇，病情危重。从传染病房到手术
室，从手术室到婴儿隔离病房，医疗
团队争分夺秒，经过 14 昼夜的接
力，这名孕妇成功分娩，婴儿经两次
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未感染。

一名出生仅 30 小时的武汉新
生儿，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武汉儿
童医院全力展开救治，孩子很快转
危为安。按照传染病病区的标准，
武汉儿童医院专门开辟出新生儿病
区，这是全国首个儿童新冠肺炎专
用病区。

兵“桂”神速、“湘”互扶持、竭
“晋”全力、鼓足“赣”劲、力“皖”狂澜、
“粤”来越好……全国一盘棋，多省份
对口支援湖北和武汉，尽锐出击，不
遗余力，兑现了生命至上的诺言。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
员焦雅辉介绍，在武汉新冠肺炎患
者医疗救治中，采用轻重症患者分
级救治。65岁以下、没有基础疾病
的轻症患者一般在方舱医院救治。
65岁以上的患者，因为多伴有基础
疾病，一般采用住院治疗，而且要收
治到条件较好的医院救治。在这些
高龄老人中，90%以上是有合并基
础疾病的，有些重症高龄患者住院
持续五六十天。

焦雅辉说：“高龄老人治疗难度
相对较大、医疗资源投入也较多。但
从医学本身来讲，面对患者，我们不
分贫富性别年龄一视同仁。作为医
者，我们不能放弃每一个生命。这也
体现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以人民为
中心，以人民生命健康为中心。”

全力救治不计成本
举全国之力，集优势兵力，不计

成本，不惜代价。为了打赢危重患
者救治攻坚战，国家卫健委在第一
时间调集了委属委管医院及各省高
水平医疗队抵达重症定点医院，整
建制接管武汉重点医院病区，并要
求将医院现有抢救设备带到武汉，
如 呼 吸 机 、监 护 仪 、人 工 膜 肺
(ECMO)等。全国1/10的重症医护
力 量 集 中 在 武 汉 ，全 国 1/4 的
ECMO集中在湖北，彰显了生命无
价的情怀。

“老年患者合并基础性疾病，病
情复杂，全身炎症反应可能更重，病
情变化犹如多米诺骨牌。对于危重
症，把握共同病理生理机制，能准确

预判即将倒伏骨牌的方向与位置，
提前备战，就能阻挡后续骨牌的倒
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任安友仲说，针对基础疾病开展
多学科联合诊疗，最大程度发挥多
学科协作优势，大大提高了治愈率。

3 月 7 日 16 时许，100 周岁的
王大爷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
区顺利出院。2月24日，老人入院
时意识模糊，并患有阿尔茨海默病、
腹主动脉瘤等多种基础疾病。医院
抽选呼吸重症、老年病等学科专家
骨干，组建了专门的医疗团队和护
理团队。在治疗上，多次邀请军队
临床救治专家会诊，并对老人开展
了两次新冠肺炎康复者恢复期血浆
临床治疗，加强对老人神志及生命
体征监测，取得显著疗效。

5 月 13 日 11 时许，经历 98 天
的救治，79岁的马奶奶从北京地坛
医院康复出院。她是北京第一位成
功脱离 ECMO 的新冠肺炎危重症
患者。北京地坛医院重症医学科主
任医师蒲琳说，作为患有糖尿病、高
血压等多种基础病的高龄新冠肺炎
重症患者，能够成功脱离 ECMO，
还恢复得这么好，这是生命的奇迹。

作为全国中西医结合诊治示范
医院，中日友好医院主管病区中西
医结合诊治率接近 100%。有一
天，92 岁的患者祁奶奶突然发热，
体温37.9摄氏度，血常规异常。检
查之后，医疗队外科重症医学科副
主任段军决定，实施中西医结合治
疗。两名中医大夫立即进入病房查
看患者，并视频连线后方中医肺病
专家张洪春和杨道文。他们与国医
大师晁恩祥深入讨论，对原方药进
行调整补充。祁奶奶喝上了新调整
的中药后，次日体温恢复正常，症状
逐渐改善，5天后顺利出院。

中西医携手抗疫堪称一大亮
点，重症患者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占
比超过 90%。全程引入中医药抗
疫，封住了轻症滑向重症的大门。
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谷晓红
说，60 岁以上患者治愈比例较高，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一人一
方”的中医辨证施治，中医药发挥了
多靶点干预的治疗优势，其独特优
势得以体现。

悉心照护温暖人心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据统计，

全国各地和军队援鄂医疗队总人数
的近七成是护士，2.86万名护士奋
战在一线，实施“一人一策”精准护

理。“全程化”疏导、“个性化”配餐、
“亲情化”护理、“常态化”咨询，为患
者点亮了生命的希望。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
区，医护人员每两小时为85岁的高
爷爷排一次痰。病人咳痰会有一些
飞沫或者气溶胶，病毒传播风险很
高。这个院区感染四科护士长付立
说：“病人咳痰后觉着非常舒服，我
们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病区护士
除了为患者排痰，还要处理压疮、照
顾大小便等，为患者康复创造了良
好条件。

3 月 16 日，103 岁的李奶奶从
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出院。她
能顺利出院，一个重要原因是医护
人员给她“开小灶”。李奶奶的病情
并不危重，但心肌酶、肝肾功能有异
常。为此，医院特殊安排她入住重
症病区接受治疗和特级护理。重症
医学科主任付守芝介绍，营养保障
是治疗的重要环节，不仅能提高免
疫力，还能让患者心情愉悦。护士
专门用医护休息区的一口电饭锅给
李奶奶做鸡蛋羹、小米粥，每天3次
由接班医护送入病区。一举一动，
温暖人心。

用心守护，用爱陪伴。北京大
学第三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崔曼查房
时，一位阿姨说老伴住在隔壁病房，
她想去看一看。医疗队当晚商定，
对这部分病人采用“家庭病房”管理
模式，把危重病房的夫妻等家庭成
员调到一起。在医护人员的悉心照
料下，阿姨的老伴逐渐脱离了呼吸
机，肺部CT逐渐好转、各项指标正
常。出院时，患者还邀请医护人员
参加他们的“钻石婚”纪念。

在武汉市第六医院，55岁的章
女士和 95 岁的老父亲同时被确诊
为新冠肺炎，同日治愈出院。“刚住
院时，我每天坐立难安，怕老父亲过
不了这一关。”章女士说，那段时间，
医护人员发了上千条微信，有简单
的文字留言，也有累计长达半小时
的语音留言。医护人员的话语犹如
定心丸，让她和父亲坚定信心。

对待生命的态度，检验着一个
国家的价值取向。尊重每一个生
命，拯救每一个病人，彰显了人性光
辉和大国担当。“重点关注老年人、
儿童、孕产妇、残疾人、严重慢性病
患者等重点人群、弱势群体。不抛
弃不放弃每一个生命，这是对生命
的敬畏。”焦雅辉说。

（来源：人民日报 ）

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诈骗层
出不穷，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它们

“换了个马甲”又开始招摇撞骗。
北京市老龄协会近日公布一起案
例，有人打着自己推销的保健品可
以预防新冠肺炎病毒的名义实施
诈骗，导致很多老年人上当受骗，
损失钱财。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短
短几个字，却意味着很多东西，因
为这表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内，一些疫情防控期间采取的措
施，养成的习惯，都需要我们延续
下去、坚持下去。然而，一些骗子
或者是保健品商家也从中看到了

“商机”，开始利用公众加强疫情
防控的迫切心理大做文章，实施
自己的骗局。

北京市老龄协会近日公布的
这起案例，就非常具有典型性，也
非常具有警示意义。这名自称某
国际著名保健品公司中国区代理
人的骗子，在潜入成员多数都是
老人的拼购群以后，以私聊的方
式表示自己有国外进口的“一次
服用一辈子都不会感染此类病
毒”的保健品。然而在老人转了
几万元钱以后，非但没有收到保
健品，反而被骗子推销其他的商

品，在老人起疑在微信群询问以
后，才发现骗子和很多老人都通
过私聊的方式进行了诈骗活动。
这时候，骗子和群里的托早已悄
悄退群，不知所踪。

利用疫情防控来设置骗局，
骗子确实很精明，但上当的老人
也确实很糊涂。既然都会玩手
机，懂得网购，按理说也不会因
为信息闭塞而对一些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的常识完全不知情、
不了解吧？各路专家三番五次
地说目前并没有预防和治疗新
冠肺炎的特效药，一些老人怎
么就相信了骗子所谓的“一次
服用一辈子都不会感染此类病
毒”呢？

骗子也知道老人好忽悠，但
是老人的子女不好忽悠，所以在
实施诈骗的过程中特意要求老人
不要告诉子女。老人们应该明
白，这个世界上最关心自己的，永
远是自己的子女，而不是不认识
的陌生人。而老人的子女，也要
在平时的生活中多些对老人的关
心和了解，能够从蛛丝马迹中发
现端倪，做好对老人的科普和引导
工作。

（来源：北京青年报）

5 月 20 日 是 全 国 学 生 营 养
日。与成年人相比，中小学生身体
生长发育较快，对能量和营养的需
要量相对较高，儿童时期营养状
况会影响人一生的健康。如今，
生活水平提高了，您家孩子的营
养是否也跟上了？日常饮食是否
吃对了呢？

当前，孩子面临的营养问题主
要包括超重肥胖、多种营养不良现
象、高血压、糖尿病低龄化等。

肥胖
肥胖不仅会对孩子的身体发育

造成严重影响，而且还将增加成年
后肥胖相关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如

高血压、糖尿病、儿童期至成年期持
续肥胖等疾病。此外，肥胖还会影
响儿童青春期发育，危害呼吸系统
及骨骼，对心理、行为、认知及智力
产生不良影响，并诱发非酒精性脂
肪性肝病、癌症等。

为避免肥胖，孩子的饮食要具
有多样性，并以谷类为主。做到每
天吃水果蔬菜，常吃奶类、豆类及
豆制品；经常吃适量的鱼禽蛋瘦
肉，少吃肥肉和荤油等，烹饪时可
以把煎、炒、炸等烹调方法改成蒸、
煮、炖和凉拌。此外，家长应每周
为其测量一次体重，增加孩子的户
外活动时间。

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主要表现为消瘦、生

长迟缓和低体重。除了遗传、疾病
等因素，儿童营养不良大多是由于
不健康的饮食行为所致，比如不爱
吃富含蛋白质的肉类、蛋类、奶制
品等。

家长可以告诉孩子均衡饮食的
好处以及挑食的害处，并保证孩子
每天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蛋类、
奶制品、豆制品、肉类、鱼类等。在
烹调这些食物时，可以搭配孩子喜
欢的食物或调料，装进漂亮的餐具
里，切小一点，方便食用。

微量元素缺乏

在学龄前的儿童中，缺铁性
贫血症状也较为常见。长期铁质
摄取不足或吸收不良等，都有可
能造成缺铁性贫血。儿童生长发
育快，需要更多营养，若不重视摄
入富含铁的食物，容易发生缺铁
性贫血，表现为面色苍白、精神不
振、烦躁等。

预防缺铁性贫血应注意合理饮
食。补铁主要依靠动物性食物中的
血红素铁，比如红肉、动物肝脏。同
时，家长可以给孩子多吃一些富含
维生素C的果蔬，如青椒、鲜枣、猕
猴桃、柑橘等。

（来源：新华网 安吉科协）

我国全力救治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

每一个生命都不会放弃

全国学生营养日：您家孩子吃对了吗？

警惕保健品诈骗
穿上“防疫马甲”

（来源：光明网）

广告

1.美颂小区楼王7楼，116平方+储，精装修拎包入住，
146万，另有双车位可买
2.绿城诚园楼王12楼，163平方+双车位，毛坯满二年
218万
3. 时代新城 5+6 层+露台 80 平方，143 平方，装修 102
万
4.维多利亚4楼，130平方+储，毛坯148万
5.天目新村2楼，85平方+储，装修好，85万
6.嘉鸿苑花园洋房5楼，115平方+储，毛坯115万
7.花鸟市场朝南3楼，69平方，装修好65万
8.春天尚居14楼，71平方精装修，95万
9.春天尚居14楼，130平方+车位，毛坯169万
10.翠竹小区2楼，94平方+储+车库，精装修115万
11.汇丰北苑4楼，121平方+储，装修好125万
12.篁庭大平层10楼，177平方+车位+储，豪装365万
13.嘉和苑3楼，125平方+储+车库，精装修138万
14.绿城诚园5楼边套，164平方+车位，毛坯235万
15.中心商城5楼，132平方+车库，装修好128万
16.未来府9楼，125平方+储+车位，毛坯145万

17.龙山庄园排屋，196平方+双车库，毛坯258万
18.递铺中路黄金地段店面，40平方租金16万，438万
19.幸福里小区3楼，127平方+车位+储，豪华装修169
万
20.云鸿大厦13楼，52平方，装修好52万
21.紫金花园排屋，230平方+地下层，毛坯230万
22.紫竹山庄楼王别墅，340平方+土地750平方，装修
好888万
23.双溪口小区别墅，350平方+土地300平方，豪华装
修255万
24.罗马风情小区排屋，350平方，豪华婚装588万
25.胜利路黄金地段纯店面二间，115平方，已租，248万
26.迎宾大道纯店面一间，53平方，已出租，148万
27.祥和路店面五间四层，850平方已出租，1290万
28.特色街店面1间37平方+2楼住宅87平方，装修好
128万
29.迎宾大道店面三间二层，300平方已出租，538万
30.浦源大道一间四层店面，260平方，租金11万，240
万

竹芗房产中介 电话：5033850 7733798 18967270789
地址：递铺人民路227号

1、苏嘉电梯3楼，精装，52平方，45万
2、人民路商业广场6楼单身公寓，精装可做饭，有大露台，
三小学区房，投资首选，24平方，28 万
3、孝源影视城唐韵观光精装公寓，4楼，70年产权，共8套，
50平米左右一套，62万一口价，民墅首选，多套价格面议
4、龙山庄园山语墅1+2叠排，证上面积138平方送地下室，
有车位，毛坯，花园面积约45平方，未满两年，165万。（附近
有爱咪儿幼儿园，新三小、昌硕高中）
5、一小学区房，汇丰南苑三楼西边套，125.4平带大阳台，南
北通透，三室两厅两卫，带单独储藏室27平，满五唯一，133
万一口价，急卖
6、天目新村三楼精装，70.4个平方，精装修76万
7、雾山嘉园3室2厅1卫，毛坯，证载面积112平方，另有赠
送面积，储藏室，车位位置佳，新城北小学学区房，满两年，
115万
8、香缇溪岸多层商品房二楼朝南，毛坯，证上面积 133 平
米，118万，看房方便
9、万邦沁河湾181平方+车位+储，三室两厅两卫两阳台，中
央空调，全屋品牌装修，挂265万
10、香溪丽舍3+4楼复式花园洋房，产权证137，超大赠送

30平米，户型佳，环境优美，诚售130万元，加送地下车位
11、万邦沁河湾8楼，95.17平方，精装修，家具全齐，119万
12、吉星公馆9楼，毛坯，三室两厅两卫一厨97.05平方，赠
送面积10平方，边套，满两年，108万一口价，首付30万
13、吉星公馆6楼边套，面积95.12平米，精装，二室两厅二
卫，证满，挂118万
14、因房主另有投资，市中心九州昌硕广场旺铺出售，年租6
万，己出租三年，68平，仅售108万
15、九州昌硕广场商铺54.9平方，租金9万/年，245万,铺面
出租情况好，今年8月开始签了五年合同
16、急售龙山玺园11楼，100平方，三房两厅一卫+车位，送
阳台，未满两年，103万一口价
17、浒畔居东区商住楼2楼79方，2室1厅1卫，新精装，家
电齐全，83万
18、玫瑰园11楼125平方左右，有车位，顶楼，毛坯，138万
一口价（未满）
19、嘉和苑三楼东边套126.31平方，精装，配储挂128万，3
室2厅2卫，2大1小3个阳台,户型好，位置好，大储藏室
20、祥溪景观房1-3楼148平，1-2楼商业用房，3楼住宅，
现已出租，年租金3万，135万

一诺房产中介 电话：5883388 13587248172小周
地址：人民路延伸段289号

（房屋面积均为建筑面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