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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成都
大学附属医院（临床医学院）党
委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严格按照四川省、成都市卫
健委和学校党委关于疫情防控
工作要求，坚持以党建为引领，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让党旗
在疫情防控第一线高高飘扬。

我是党员我先上！
甘为先锋英勇奋战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
责任。疫情发生后，成都大学
附属医院（临床医学院）党委
号召全院各党支部和全体党员
带头投身疫情防控战斗中。医
院急诊医学科党支部，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党支部，重症医
学科党支部，手术室、麻醉科党
支部，眼科、耳鼻喉头颈外科党
支部，中医肛肠科党支部等，率
先向院党委递交请战书；全院
党员勇于担当、冲锋在前，带头
奋战在抗疫第一线。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
呼吸人，面对当前的疫情，我志
愿报名奔赴抗疫前线，绝不退
缩、勇往直前！”“疫情当前，共
产党员理应首先站出来、勇敢
冲上去，我时刻待命，随时准备
支援湖北。”“我是党员，我先
上！”一句句请战宣言，字字铿
锵有力，句句掷地有声，表达了
广大共产党员抗击疫情的顽强
意志和必胜决心。

为了充分发挥党支部在援
鄂前线的战斗堡垒作用，医院党
委审批建立了医院第一批、第二
批援鄂医疗队临时党支部。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临床
医学院）第二批援鄂医疗队临
时党支部书记刘天衡说，“党
员要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在任何困难来临时冲锋在前。
我必须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共
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

圆满完成任务！
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临床
医学院）两批援鄂医疗队共48
名队员，分别援助武汉大学人
民医院东区和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肿
瘤中心。

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带领全体医疗队员圆满
完成援鄂医疗任务。第一批
援鄂医疗队累计管理危重患
者 1439 人次，康复出院及转
院 52 人；第二批援鄂医疗队
参与危重患者救治近 200 人，
康复出院 96 人。

援鄂医疗队临时党支部
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
作用，19 名共产党员率先垂
范，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位医疗
队员，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在到
达武汉的一周之内 11 名队员
全部向临时党支部递交了入
党申请书；第二批援鄂医疗队
更是在抵达抗疫前线的第二

天，12 名队员自愿申请加入
中国共产党，在援鄂前线接
受党组织的考验，成为了一
支真正的党员先锋队。

在医院的大后方，广大党
员专家也纷纷带头坚守在抗疫
一线，为医院筑起了抗击疫情
的坚固防线。前后方均实现了

“医护零感染、工作零失误”。

用心服务百姓！
让胸前的党徽闪闪发光

“我们一定要给百姓最踏
实、最安全的感受。”成都大学
附属医院（临床医学院）党委
书记孟晖说，自 1 月 21 日以
来，院党委利用医院官方微
信、网站、微博和抖音等新媒
体平台，及时更新发布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相关防控
知识，共推出疫情防控科普知
识 25 期，带头做好百姓思想
工作，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医院迅速拍摄正确佩戴外科
口罩与六步洗手法的科普视
频，制作疫情防控知识手册，
提高全院职工和社会公众的
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医院
为 48 名援鄂医疗队员设计了
主题宣传海报并制作英雄榜
在院内展示和网络宣传；医院
官方微信推送疫情防控相关
新闻报道共 400 余篇，阅读量
达 31.6 万余人次。真正做到

了讲好抗疫一线好故事，传播
卫生行业正能量。

在孟晖看来，此次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中，成都大学附属
医院（临床医学院）全院医护
人员积极投入到疫情防控战
斗中。特别是全院共产党员
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挺身而
出、冲锋在前，在疫情防控的
关键时刻用实际行动践行共
产党人的初心使命，用责任担
当彰显医者无畏的英雄本色，
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
线高高飘扬。

在 总 结 医 院 抗 疫 经 验
时，孟晖说：“首先，要思想凝
聚与团结奋进并重，这样才
能充分发挥战斗力，以昂扬
斗志持续投入到战胜疫情的
斗争中去。第二，要专业体
现与人文关怀并重，专业面
对的是病毒，是生命；人文关
怀面对的是生命的信心和意
义，会带来生命的奇迹。我
们医院作为全国人文爱心医
院，将人文关怀融入到了疫
情防控工作全过程。第三，
要 责 任 担 当 与 家 国 情 怀 并
重，时刻准备着是白衣战士
的使命，也是他们的工作常
态。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
望、国家有力量。相信在全
院上下和全国各方的共同努
力下，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打
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宁芝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临床医学院）：
让党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高高飘扬

2月13日，成大附院第二批援鄂医疗队28人出征合影。

2月28日，成大附院第一
批援鄂医疗队员齐心协力转运
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

新 华 时 评

今年的4月是第32
个爱国卫生月，主题确
定为“防疫有我，爱卫同
行”，意义非同寻常。

疫情影响人，也会
改变人。新冠肺炎疫情
来势汹汹，让越来越多
的人意识到，卫生习惯
绝不仅仅是个人的私
事，也不仅关乎一个人
的文明素养，更关系着
公共卫生安全，千万大
意不得。

4月里，越来越多的
人正在养成勤洗手等讲
卫生的好习惯，全国各
地也集中向脏乱差“宣
战”，一系列相关行动正
在如火如荼展开：推出

“环保积分”微信小程序，
市民节能环保行为可积
分获奖励；“文创公筷公
勺”刻上古诗联对、辞赋
佳句，结合当地文化，让
大家在美的享受中接受
卫生新观念；走进学校食
堂、教室等场所，拿起扫
帚、拖把、抹布、消毒喷壶
等工具，共同参加校园环
境卫生清洁；聚焦背街小
巷、城中村的消毒防疫情
况……

“防疫有我，爱卫同
行”，织牢疫情防控网，

养成卫生好习惯，每个
人都是“排头兵”，爱国
卫生行动正渗入全民生
活的点滴之中。

应该看到，开展爱
卫活动绝非一时之策，
更非应付之举，而是国
家文明进步的“必修
课”。身体健康是生活
质量的基本保障，而环
境卫生脏乱差，是多种
疾病的诱因。一场疫情
有终点，但讲究卫生、防
控疾病无尽时。比如，
疫情过后，每年流感季
患病的人戴口罩、个人
打喷嚏时自觉掩住口鼻
等也应该成为全社会的
新习惯。

爱国卫生活动开展
32年来，我国城乡卫生面
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政府
相关部门、有关社会组织
以及广大居民为此付出
了汗水和心血。把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中形成的
讲卫生好习惯保持下去
并发扬光大，让公众深刻
认识到讲卫生就是爱自
己、爱别人，更是一种爱
国具体行为，不仅会赋予
我国爱国卫生活动新内
容，更会给城乡面貌带来
新气象。 据新华社

即便在一个时空虚化、万物互
联的年代，我们仍必须承认地理空
间对于区域发展巨大的形塑力量。
从受困、受制于地理空间，到改造、
善用地理空间，这对应着人类社会
生产力与视野观的巨大进步。时至
今日，巴山蜀水已然被赋予新的意
涵，从内陆逼仄一隅到内地开放门
户，成渝双城明确了新方向，化身为
新角色，锁定了新未来。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
极，这一波澜壮阔的时代进程，自然
可以有无数个叙事视角。而通过某
些地理方位词的变迁，我们足可捕捉

到其间的强烈信号。比如说，成都
“东进”。近年来，成都向东跨越龙泉
山，淮州新城、简州新城、空港新城等
产业新城拔地而起，城市格局由“两
山夹一城”变为“一山连两翼”。

而遥相呼应的是，“重庆向西”也
正加速落子布局。2019年重庆市《政
府工作报告》对给区位给出了明确定
位，其中明确重庆未来将分成主城区
和渝西片区、渝东北片区、渝东南片
区等三大片区。将“主城区和渝西片
区”作为一个大片区统一规划，突出
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和壮大城市经济，
建设展现重庆历史文化名城、山清水
秀美丽之地的“窗口”，加快形成更具

活力、更有魅力的现代化都市圈……
“主城向西”的路线图呼之欲出。

成都“东进”，重庆向西，相向而
行的发展态势绝非偶然。其既是成
渝双城基于各自情况作出的方向选
择，也是两城协调共进、协作共荣的
战略共识。向东向西，双城链接有了
更为切实的纽带。城市边界的默契
延展，拉近了地理距离，更拉近了心
理距离。“深化成渝城市群合作”“促
进区域一体化发展”，成渝两极彼此
牵引、彼此吸引、彼此接近、彼此走
近，以点连轴、以点带面，我们完全可
以期待，物理变化引发化学反应，并
最终让聚合裂变的效应磅礴释放。

封 面 评 论

讲卫生就是爱己爱人爱国
□董小红

读者订阅，是为圆现实难遇之
梦；作者迎合，也纯属敬业。商业写
作，说到底，不过是门生意；平台力荐
引流，更是在商言商，重利而已。作
者、读者和平台，三方多赢，这是网文
江湖的游戏规则。

但，当自嗨甚至傻嗨的虚幻网文
套路，转嫁到另一平台，就是另一番光
景了。取爽文之“精”，而又不去其

“糟”，甚至恶意包装误导，让某些无甚
独立判断者误以为是“非虚构写作”。
并将其中作坊式批量加工的“鸡血鸦
片”，当成绿色原生态精神食量，一顿
恶补，或会产生一些现实“毒副作用”。

比如，明眼人一望而知的“自嗨”
垃圾文——“多国女子想嫁到中国”；
再回头看，诸如“华商很难”、“多国渴
望回归中国”等文，如三部曲，层层递
进，逻辑闭环，无懈可击：客居异国的
华商想回，异域本土女性想嫁来；甚
至举国来奔……

但，只要受过基本逻辑训练，或
稍有网络阅历，有丁点媒介素养，都
能一眼洞穿这类网络作坊式批量炮
制的营销垃圾文。虚假杜撰，东拼
西凑，不少完全雷同。

如说大灾下有“发国难财”的，
那这就是“发民粹财”，“收智商

税”。比单纯奸商逐利，更可恶。它
不但赚流量点击，更污染人心，愚弄
本就无基本是非判断力的受众，让
他们在虚幻泡影中自嗨，成为爽文
虚设靶子或钓饵下的提线木偶，妄
自尊大，可悲可笑。

更重要的是，这种虚妄情绪，非
常有害。甚至超出网络范畴，在现实
中造成不良影响，惹出国际争议。对
这些鸡贼投机者，删文封号，只是起
步。敢于于此恶意取利，必须严罚，
以儆效尤。否则，“自嗨三部曲”或难
止步，换汤不换药到“第N季”，都难
谢幕。

少点作坊式自嗨爽文，才是真正自信
□李晓亮

□蒋璟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