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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支援：以划定责任田方式共同抗击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题报告之三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骤然扩散的病毒与医疗资

源的匮乏，使得武汉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地区。据国家卫

健委披露，目前对武汉的驰援力度在不断加大，截至 2 月

12 日，国家卫健委共派出 189 支医疗队、21569 名医护人

员支援湖北省的医疗救治工作。全国最强、水平最高的重

症救治专家团队正陆续抵达湖北及武汉。 

面对“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的疫情阻

击战形势图，国家 2 月 10 日正式宣布建立省际对口支援湖

北省除武汉以外地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工作机制，统筹安

排 19 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 16 个市州及县级市。 

对口支援见证着互助的力量。从实际效果看，随着物

资紧缺程度有所缓解，各方支援力量的就位，武汉疫情蔓

延态势已渐次稳定，这也更加坚定了各地打赢疫情防控这

场“硬仗”的信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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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支援：以划定责任田方式共同抗击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题报告之三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骤然扩散的病毒与医疗资源

的匮乏，使得武汉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地区。据国家卫健委

披露，目前对武汉的驰援力度在不断加大，截至 2 月 12 日，

国家卫健委共派出 189 支医疗队、21569 名医护人员支援湖

北省的医疗救治工作。全国最强、水平最高的重症救治专家

团队正陆续抵达湖北及武汉。 

面对“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的疫情阻击

战形势图，国家 2 月 10 日正式宣布建立省际对口支援湖北

省除武汉以外地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工作机制，统筹安排 19

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 16 个市州及县级市。 

在疫情面前，我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来自全国各地的

医护人员和各种物资，救援的对象是武汉人、湖北人，其实

也是我们自己。 

从实际效果看，随着物资紧缺程度有所缓解，各方支援

力量的就位，武汉疫情蔓延态势已渐次稳定，这也更加坚定

了各地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的信心和决心。 

对口支援见证着互助的力量。尽管不知道这场疫情还要

持续多久，但我们坚信，一定能携手跨过黑暗，共同迎来曙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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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一盘棋，汇聚资源共同攻坚克难 

面对汹涌的疫情，武汉之外湖北各个城市的疫情也不容

乐观，像黄冈市、孝感市、荆州市、随州市的疫情危急程度

甚至急逼武汉，湖北其他地市已经在寻求各种紧急支援。 

2 月 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指出

“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

调、统一调度”，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增强大局意识和

全局观念”，要求“各项工作都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

供支持”。 

2 月 7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表示，“除武汉

以外的一些地市，医疗资源和病人需求之间也存在矛盾，所

以我们现在建立了 16 个省支援武汉以外地市的一一对口支

援关系，以一省包一市的方式，全力支持湖北省加强病人的

救治工作，维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既是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

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也是各个兄弟省份在疫情肆虐的危

机中必须承担的责任。 

随后，在充分考虑疫情现状、人力资源储备及受援地市

医疗资源缺口等情况下，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原有外省份医疗

队支援的基础上，按照原有关系不变、应补尽补的原则，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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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统筹安排 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市以外的 16个

市州及县级市，全力支持湖北省加强对患者的救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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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此前“一省包一市”来理解，对口支援是“一对一”，

但随着扩充到 19 个省份参与，就存在二对一、一对三等情

形。比如：内蒙古、浙江一起对口湖北荆门，广东、海南一

起对口湖北荆州，山东、湖南一起对口湖北黄冈，重庆、黑

龙江一起对口湖北孝感，辽宁、宁夏一起对口湖北襄阳，是

二对一。山西对应湖北潜江、天门、仙桃三个地方，是一对

三。 

国家卫健委也表示，考虑到实际情况，实际支援并非“一

对一”。同时提出，支援队组成应当以解决当地医疗资源缺

口为基础，由医护、管理、预防三类人员组成。各对口支援

省份正在按照这样的要求，并结合湖北实际去开展支援工

作。目前，不少省份已经派出多批次医疗队进入湖北，开展

对口支援，与当地医护人员并肩作战。 

中央的这一举措，对于处在疫情重灾区的湖北省而言，

身负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所减轻；同时，这也是“疫情

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的现实写照，对于全国疫情防控而

言，具有积极意义。 

早在 16 省份版“一省包一市”名单出来之后，中国网

络社交媒体上一组漫画迅速刷屏，支援省份与湖北受援地市

化身为两大一小、一大一小或一大三小的卡通形象，面对病

毒，各省份把对口地市挡在身后：“宜昌别怕，福建来了！”

“黄冈别怕，湖南来了！”……而“‘宁’成一股绳，心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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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襄’”“冀来之，则安之”“山西刀削面给武汉热干

面加油”等亲切友爱的口号同样展现出守望相助的同胞情

谊，不禁让人感动万分。 

“一省包一市”也并非创举，早在全国各地援建汶川地

震灾区、脱贫攻坚中，就已证明其有效性。通过“强扶弱”

和划定“责任田”的机制，利用制度的优越性实施全国一盘

棋战略，中央高屋建瓴、统筹规划、精准实施，一方面可以

分摊湖北各地抗疫压力，解决燃眉之急；另一方面，借助大

量外部资源，能够迅速有效整合提升当地医疗水平。更为重

要的是，“一省包一市”缓解了湖北各市医护力量不足和物

资短缺的情况，能够实现检测、诊治、救治全链条式救助，

科学规范。 

国家卫健委表示，各支援省份要以解决湖北当地医疗卫

生资源缺口为基础，组建由医护、管理、疾控专业人员组成

的支援队伍，实地支持与远程医疗服务相结合，多措并举开

展对口支援工作。 

二、对口支援，不抛弃不放弃共同闯关 

据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截至 2020 年 2 月 13 日

24 时，武汉市，黄冈市，荆州市，咸宁市，荆门市，鄂州市

对 12 日 24 时确诊病例（含临床诊断病例）数进行了调整核

销，湖北省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病例 51986 例（含临床诊断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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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5384 例），其中：武汉市 35991 例（含临床诊断病例 14031

例），孝感市 3009 例（含临床诊断病例 80 例），黄冈市 2791

例（含临床诊断病例 306 例），荆州市 1447 例（含临床诊

断病例 269 例），随州市 1206 例（含临床诊断病例 6例），

鄂州市 1125 例（含临床诊断病例 168 例），襄阳市 1111 例，

其余地市均不足千例。神农架林区 10 例，已数日未有新增。 

一时间“天团”“王炸”等各路医疗精英队伍汇聚武汉，

主要还是因为武汉市是湖北省的省会城市，与省内各地的经

贸、交流与人员往来紧密。高频次的人员流动，使得病毒传

播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也使得武汉之外的各个城市同样凶

险。 

湖北其他城市的医疗条件、检测权限等，导致各地在收

治病人、检验检测上跟不上，如果防范不及时随时仍会有星

星之火燎原之势，不利于迅速阻断疫情传播。对口支援，则

是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进行全面布局与谋划，主战场与分

战场，乃至局部战斗均丝毫不放过，力求四面出击全面溃敌。 

按照 19 省市版对口支援名单，驰援孝感市的是重庆和

黑龙江。截至 2020 年 2 月 13 日 24 时，孝感市的确诊病例

达到 3009 例，是武汉市之外疫情最严重的城市。据媒体报

道，孝感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宣传组工作

人员表示，孝感市的疑似病例仍较多，近期虽然有很多来自

社会各界包括海外捐助的医疗物资，但总体来说还是紧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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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的主要是医用口罩、防护服等医用防护物资。 

湖北省内确诊病例数位居除武汉以外地市第二位的是

黄冈市，累计确诊 2791 例。黄冈毗邻武汉，是湖北省仅次

于武汉的第二大人口大市、面积大市，也是劳务输出大市和

脱贫攻坚人口大市，然而经济基础极为薄弱，人均 GDP 在湖

北省 17 个地市州中居倒数第二位。目前黄冈市所有县市区

均上报疑似病例，疫情防控点多面广，医疗技术力量薄弱，

医疗救治药品、防护物资急缺，广大农村地区风险较大。 

此次协调安排山东和湖南对口黄冈市，更是要发挥出山

东与湖南的医疗资源优势，毕竟医疗界两大“天团”（湘雅

和齐鲁）位于上述二省，而两省经济实力与工业基础雄厚，

应对黄冈这一抗疫主战场之一比较合适。此外，山东的疫情

相对较轻，对医疗资源的潜在需求尚不如上海、广东、浙江

那么紧迫和高压。 

此前，黄冈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表

示，一是恳请国家支持调派医疗、流调、检测检验技术人员

支援。黄冈市临床需求极大，医疗救治力量薄弱，虽然有湖

南、山东两支医疗队伍前来增援，但县乡两级医务人员、检

测技术人才仍然严重不足。期盼上级协调派遣更多外来救援

力量来黄冈参与医疗救治，并延伸到县一级。二是恳请国家

及社会各界支援防控急需医疗药品和防护用品，包括救治药

品、医用防护用品、消杀药品、检测检验试剂和医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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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作为湖北省武汉以外地市的第二大重灾区，黄冈疫情防

控形势极其严峻，希望国家能在疫情防控补助资金方面对黄

冈予以大力倾斜支持。 

在新冠肺炎疫情相对较轻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

潜江市，目前整体上也呈现医疗物资紧缺的状态。恩施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物资保障组工作人员称，该

自治州比较紧缺的医疗物资主要是医疗防护服、医用口罩，

现在主要是依靠省防控指挥部统一调配，自治州也在加大采

购力度。 

此次安排天津对口恩施、河北对口神农架，而传言中北

京对口的潜江市则由山西接手。京津冀的对口城市疫情似乎

并非最严重，主要还有要兼顾武汉这一主战场，同时确保给

首都北京留有回旋余地。2月 10 日长假结束后，京津仍面临

较大的外来人口回流与防控压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吴志刚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前武汉以外的湖北城市受到的关注

度不够，实际上这些城市和武汉一样，紧缺呼吸内科、呼吸

重症的医护人员及设备。 

“湖北有些城市的发病率不高，确诊病例少一些，这些

地方可能不缺医务人员，而有些城市的发病率很高，城市之

间疫情的差别比较大。”吴志刚说，在“一省包一市”对口

支援之前，这些省份需要和对口支援的湖北城市卫生部门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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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好，了解清楚缺什么才支援什么。 

经梳理发现，目前全国已有 29 个省区市向湖北派出医

疗队。其中，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等地派出的医疗队员

超过1000人。截至2月 11日，山东前后向湖北派出9批 1385

名医疗队员；截至 2月 13 日，江苏已累计派出 2492 名。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外地医院除了派出医疗队支援湖

北，还利用网络在线诊疗进行驰援。中日友好医院党委书记

周军介绍，医院发挥远程医疗优势，指导武汉等地新冠肺炎

重症诊疗，还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患者复诊。 

三、众志成城，各路精英大显神通抗疫情 

疫情爆发以来，湖北省作为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牵动

着国人的心，一时间“驰援湖北”成为民意中最响亮的声音。

从山东“抄家底”式援助到“一省包一市”对口支援，无不

显示出祖国大家庭中暖人的兄弟情谊。 

（一）抗疫“兄弟连”连番上阵助威 

国家卫健委表示，支援队组成应当以解决当地医疗资源

缺口为基础，由医护、管理、预防三类人员组成。各对口支

援省份正在按照这样的要求，并结合湖北实际去开展支援工

作。目前，不少省份已经派出多批次医疗队进入湖北，开展

对口支援，与当地医护人员并肩作战。 

2 月 11 日下午，由 158 人组成的福建省对口支援宜昌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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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新冠肺炎首批支援队由福州直飞宜昌，携带了 632 件共

7359 公斤的医疗设备、物资和行李。据副总指挥、福建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康德智介绍说，此次选派呼吸科、感

染性疾病科、医院感染管理科、重症医学科、精神科等专业

的精兵强将，以及实验室检测人员、后勤保障人员，确保能

够独立作战，尽快投入战斗中去。  

心理医生是福建赴宜昌医疗支援队中的新“角色”。“一

线医护人员长时间作战，精神高度紧张，容易疲劳，我的任

务就是给一线医护人员和重症患者们做好心理防护，让大家

用更积极的心态抗击疫情。”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

理门诊医师庄子森说。 

2 月 11 日，贵州省对口支援鄂州医疗队 337 名队员从贵

阳出发前往湖北，医疗队将到鄂州市雷山医院开展疫情防控

及救治工作，这也是贵州省派往湖北省的第四批医疗队。 

2 月 11 日，湖南省对口支援黄冈医疗队队员在长沙南站

集合，来自湖南五个市州、由 200 人组成的湖南省对口支援

湖北黄冈医疗队从长沙启程。 

2 月 11 日，江苏援黄石医疗支援队 310 名队员从南京出

发，奔赴湖北省黄石市开展对口支援新冠肺炎防治工作。 

2 月 11 日，河北省对口支援神农架林区防治工作队首批

队员从石家庄出发，前往神农架林区支援开展新冠肺炎疫情

综合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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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1 日，由 159 名医务工作者组成的重庆市赴孝感新

冠肺炎防治工作对口支援队奔赴湖北。此次派出的对口支援

队抵达孝感后，将与 1 月 26 日派出的第一批支援湖北孝感

市医疗队统筹开展对口支援工作。 

2 月 11 日，福建省对口支援湖北宜昌抗击新冠肺炎首个

支援队出征，他们将进驻宜昌当地的医院，接管重症病人较

多的病区，与当地医护人员并肩作战。据了解，支援队共 158

人，其中 149 名医护人员主要由呼吸科、感染性疾病科、医

院感染管理科、重症医学科、精神科等专业的临床医师、一

线护理人员、实验室检测人员以及后勤保障人员组成。医护

人员 90%来自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 月 11 日，由江西省 10 个设区市的 128 名队员组成的

江西省对口支援随州市医疗队在南昌滨江宾馆集结完毕、整

装待发，奔赴湖北随州援助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工作。 

（二）“四大天团”奋战武汉主战场 

医学界有个说法，“南湘雅、北协和、东齐鲁、西华西”，

新华社曾把它们称为中国医学教育四家“百年老店”。近日

“四大天团”驰援团成功会师武汉，此外全国各地的医院都

派出了最能打的、最能吃苦的、最不怕死的医疗精锐部队持

续增援武汉。 

驰援武汉的医学界天团队员们抵达武汉后，迅速融入到

繁忙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并选择了将“危重症患者”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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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的主战场。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 个半小时内组建起一支由 30 名医

生和 100 名护士组成的国家医疗队北上武汉支援，这是中南

大学湘雅医院历史上外出执行援助任务规模最大、规格最高

的一支医疗队。湘雅医院医疗队员以感染病科、呼吸科、重

症医学科为主，相关学科为辅。既有资深专家教授，也有年

富力强的青年医务工作者，医生和护士都有丰富的心肺疾

病、传染疾病抢救经验，超过 70%的队员是党员，不管是学

历构成，还是年龄构成，都是很强大。 

接到抗疫任务后，为了防护需要，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医

疗队员在出征前都做了同一件事：理发。男医生剃光头发，

理成了光头；女护士也剪掉自己心爱的秀发，剪成了短发，

实在是令人敬佩！ 

北京协和医院 1月 26 日，北京协和医院派出 21 名医务

人员驰援湖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疫一线。第二批医

疗队由 30 名医生、106 名护士、6名管理及科研人员组成。

其中有 73 名党员，绝大多数队员经历过重症医学及相关专

业的轮转培训，是一支实力强劲、专业齐全、医护配合默契

的精锐之师。 

2 月 4 日，由北京协和医院牵头，联合北京医院、武汉

同济医院、江苏省医疗队共同建设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重症

加强病房（简称“联合 ICU”）正式启用，成为武汉同济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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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中法新区分院救治危重症患者的主“战场”，并于当夜收

治了 18 名危重患者。2 月 7 日 16 时，北京协和医院第二批

支援湖北抗疫国家医疗队飞抵武汉。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本次派遣 131 人

医疗队伍，涵盖该院内科所有专业，包括呼吸、消化、感染、

心血管、血液以及部分检测科目，人员多数为科室主任和专

家。据该院介绍，专家团队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分析发现：本

次新冠肺炎患者造成死亡的病例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身体

器官合并症导致，为应对此情况，在发现危重合并症病例时，

可多科室多专业专家进行会诊，最大程度保障病患。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医疗队 2月 7日抵汉后，被分配到湖

北省人民医院第 17、18 病区，负责 80 张床位收治病人的治

疗及护理。该院援汉人员目前已经分成两个组并进行临时编

制，于 9日下午正式进入病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月 7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派出131

人的医疗队驰援武汉，作为国家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赴武汉

开展救治工作。这是四川省第五批支援湖北的医疗队，也是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为增援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派遣的第三支医疗队伍。队伍包括 30 名专业医生、

100 名护理人员和 1 名负责设备管理的医学工程师。在治疗

领域上进行了针对性安排，主要以重症医学（ICU）、传染

科、呼吸内科等前方急需专业为主；同时针对患者中中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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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较多的特点，还增加了心血管内科、肾内科、内分泌科等

专业医护人员。 

从除夕开始，华西医院就陆续派遣医护人员支援武汉，

目前已有 3支医疗援助队近 200 名医护人员奋战在一线，医

院享誉全国的重症医学相关科室中坚力量已全部到汉，战场

集中在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和湖北省人民医院东区。 

据新华社山东分社记者报道，2 月 9 日一早，山东大学

齐鲁医院血液净化科副主任医师崔先泉前往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东院区，开始一天的工作，与他同行的还有支援武汉的

一百多名齐鲁医院的同事。 

此时，在同一个院区里，还有一支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的百人医疗团队准备开始工作。这并不是两家医院第一次

联合开展工作。早在 83 年前，他们就曾携手并进。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始建于 1890 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始建于 1892 年。1937 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包括齐鲁大学

（今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前身）在内的多所大学迁到四川华西

坝，与华西协合大学（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前身）联合办学

办医。1938 年两家大学组建了联合医院，两校师生共同救治

民众，并合作增设了诸多学科，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对当

时中国医学教育发展和学术交流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兄弟情谊，血浓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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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校王炸”驰援团不甘落后 

此前已有上百支医疗队，几万名医生抵达武汉，可谓云

集了全国最强的医疗团体和机构，与“四大天团”有着千丝

万缕关联的高校医学院系统更是不甘落后，诸多“高校王炸”

队伍同样汇聚湖北和武汉，给患者和人民带来了强有力的希

望。 

北京大学：四位院长书记亲自带队 日前北京大学总计

427 名医护人员出征湖北，分别来自北京大学附属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大赴湖北医疗队

由四位院长书记亲自带队（北大医院院长、人民医院院长和

书记、北医三院院长）。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指出，“这

次是北大建校以来组织的最大规模医疗队，医疗队成员为国

家、为民族作贡献的行为必将载入史册！”并且叮嘱大家“要

做好防护、平安凯旋”。 

吉林大学：530 人超级团队逆行出征 目前吉林大学共选

派了 5个批次的支援湖北医疗队，共计 530 名吉大白衣战士

驰援武汉疫情防控一线。1月 26 日，吉林大学从白求恩第一、

第二、第三医院医护人员中选拔出首批能力强、经验丰富的

87 名业务骨干组成的吉林大学医疗队随吉林省第一批支援

湖北医疗队出征。1月 30 日，由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5

名护士组成的支援湖北小分队奔赴武汉，支援武汉市金银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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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2 月 2 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5 名急重症医护人员、

第二医院9名医疗队队员，奔赴武汉支援新冠疫情防控工作。

2月 4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 32 名队员

和 5 辆医疗车队出征支援湖北。2 月 7 日，吉林大学白求恩

第一医院、白求恩第二医院、白求恩第三医院的 3支支援湖

北医疗队共 392 名白衣战士逆行再出征。 

除了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也同样有着一

支声势浩大的支援湖北的队伍，相信有“天团”、有“王炸”、

有兄弟省份的支持与驰援，一定会很快战胜这场疫情。 

（四）“散装江苏”硬核对接黄石市 

“散装江苏”一词突然登上热搜，主要还是因为江苏省

的一级响应和延迟开学都是各个市分开下达的，甚至各个县

各个区也是分开的。然而驰援武汉的命令一出，江苏下辖各

市便自组建医疗队整装出发，支援队伍不仅有以市为单位

的，还有下属区县乡镇也都纷纷参与其中。 

对抗疫情的“散装”作业，散装可能是真的散装，但团

结也是真心的团结。支援湖北，江苏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在

武汉离汉通道关闭的第三天，1 月 25 日大年初一晚 7 点 22

分，江苏首批援湖北医疗队乘坐列车奔赴武汉！首批江苏医

疗队 147 人，包括 2名领队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派出两名负

责同志担任，及 145 名医护人员组成。 

1 月 28 日，第二批援湖北医疗队陆续出征，医疗队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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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的医护人员 48 人、常州市的医护人员 29 人、淮安市

的医护人员 29 人、扬州市的医护人员 29 人。 

2 月 2 日下午，第三批江苏援湖北医疗队从南京禄口机

场出发直飞武汉。至此，江苏省已派出 435 名医务工作者奔

赴湖北参与当地疫情防控工作，均来自全省重症医学科或呼

吸科重症医学专业。 

援助湖北，不仅仅是医疗资源上的对口，更是物资上的

支持。1 月 27 日凌晨 5 点多，MU7714 航班从泰国普吉岛抵

达南京，机上有 11 名武汉乘客，另有两人发热。江苏对飞

机上的发烧乘客、武汉乘客、非武汉乘客一视同仁，按照不

同应对方式，安排地妥妥当当。 

2 月 1 日，一段“直升机空降武汉体育场，定向为武汉

协和医院运送医疗物资”的视频刷爆网络。这是一个由江苏

人负责的爱心小组，负责人是淮安人，同时也是一名南京妈

妈。 

目前，江苏省对接的并非是之前传言中的孝感市。前三

批（分别于 1 月 25 日、1 月 28 日和 2 月 2 日出发）江苏支

援湖北医护团队抵达湖北的目的地是武汉市。江苏电视台报

道的第四批支援湖北团队于 2月 8日出发，并未明确其目的

地为孝感。2 月 9 日，第五批出征湖北的江苏医疗团队人数

为 958 人，规模为前四批总和的 2倍之多。据新华社前线记

者称，前四批江苏医护人员主要在武汉市、黄石市开展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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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工作，队员以重症医学科、呼吸科、院感科、检验科专

家和医护人员为主。 

常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工作人员

曾表示，该市已派出 30 位医护人员集中前往湖北，具体到

哪里由省里统一分配。“省里统一要求是响应国家的号召，

13 个地级市都派了人过去，在省里集合统一出发。”  

另据澎湃新闻报道，安徽省卫健委宣传处相关负责人

称，19 个省市版对口支援湖北的名单中没有安徽，安徽支援

湖北的医务人员主要集中在武汉。而网传版则是安徽的对口

城市是黄石市。 

据安徽省卫健委官网消息，2 月 9 日下午，来自安徽全

省 16 个地市及安医一附院、合肥京东方医院，由 100 名医

生 200 名护士共 300 人组成的超强“战队”踏上“战疫”之

路。至此，安徽已先后派出三批、共计 585 名医务人员支援

武汉。 

同样，北京、上海均没有对口支援城市，但两市均派驻

大批医疗专家队伍驰援武汉，而武汉才是此次疫情的主战

场、最难啃的骨头。经济大省河南也没有出现在终版的“一

省包一市”名单内，河南的主战场同样也是聚集在武汉，也

更易发挥出占据全国产能一半的口罩优势及隔离物资的支

援优势。浙江（与内蒙古共同对口荆门市）也没能单独出现

在最终名单里，主要还是考虑上海、浙江、广东（联合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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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荆州）三地疫情发展相对较重，可能会面临本地医疗资

源需求的突增。 

（五）“随豫而安”还是我们来赣吧 

截至 2 月 13 日 24 时，随州确诊病例 1206 例，已成为

除武汉之外的第四大疫情城市。随州的疫情同样不容忽视、

不容乐观！ 

2 月 7 日凌晨，江西省援助湖北医疗队 135 人进驻随州

市，迅速完成知识培训和防护训练后，第二天就分组进入随

州各地医院开展支援。 

2月11日下午，江西省对口支援随州市医疗队再次出征。

在随州市，江西援助湖北医疗队共有 135 名队员，其中领队

1人、医务人员 134 人，男 39 人，女 96 人，平均年龄 35.32

岁。医务人员来自全省 10 个地市的 77 家医疗机构，其中医

生 42 人（主要来自呼吸内科、重症医学科、感染性疾病科、

医院感染管理科等科室），护士 92 人（其中普通患者救治

医疗队护士 44 人、危重症患者救治医疗队 48 人），中级及

以上职称 82 人，中共党员 40 人。 

根据湖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需求，江西省援助湖北医

疗队 135 人（包含 1名领队）于 2月 7日凌晨 4：30 进驻随

州市，全队迅速完成知识培训和防护训练，于 2月 8日分组

进入随州各地医院开展支援。 

江西省援助湖北医疗队领队谢建文说，2 月 8 日，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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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队员进驻广水、随县、曾都区、市中心医院、市高新区医

院，准备参与和部分接管当地医院重点病区。截至 2月 9日

晚，江西省援助湖北医疗队已经对接广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随县人民医院、随县中医院、随县妇幼保健院，并进入病房

开展工作。 

江西省援助湖北医疗队队长黄清表示，接下来医疗队将

在湖北省委、防控疫情指挥部、随州市委的领导下，积极配

合当地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工作，同时做好江西省委、省政

府对口支援随州疫情综合防控前期准备工作。 

按照之前传言中的 16 省市版“一省包一市”名单，河

南省对口支援城市也是随州市，“随豫而安”的口号早已拟

好叫响。通过对比分析随州市新冠肺炎疑似与确诊数据，可

以发现随州市虽然感染人数很多，但是死亡人数相对少。随

州市的医疗底子相对不错，疫情重点在于防止感染，加强隔

离。相对而言，医疗支援压力低一点，而物资支援更为重要，

紧迫性也不如孝感、黄石，所以具有资源优势的河南省抗疫

主战场仍是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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