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國 新 聞A14 ●責任編輯：楊家鈺

20212021年年55月月55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1年5月5日（星期三）

2021年5月5日（星期三）

「五一」假期不停工 為印趕產製氧機
江蘇企業「救人不計成本」交貨海運改空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 鎮江報道）5月4日，江蘇鎮江，全球最大的

製氧機研發生產基地魚躍醫療設備股份有限公司27,200平方米製氧機生產

車間內，3條500米長的生產線全開，機器轟鳴音中，300餘名工人認真有

序地在生產線上接力完成每道工序。「『五一』假期全部不放假，我們每

天早晨七點四十打卡，八點鐘就開工了」，40歲的女工張

蘭（音）表情腼腆，她負責用電動螺絲刀給製氧機箱安裝

螺絲。「印度疫情告急，我們希望盡早交付製氧機訂

單」，魚躍醫療相關負責人表示，自今年4月中旬起，公司

接到來自印度的製氧機訂單不斷上升，目前已近2萬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雲南
省瑞麗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揮部5月4日發布
疫情風險等級調整通告，自當日20時起，
將姐告國門社區，團結村委會金坎、弄喊片
區（瑞麗大道以南）調整為低風險地區。至
此，瑞麗市中高風險地區清零。
瑞麗地處中國西南邊陲的雲南省德宏州，

與緬甸接壤，是中緬邊境上人員、車輛、貨
物流量最大的口岸。3月31日，瑞麗向外界
通告突發新冠肺炎疫情，引發關注。
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瑞麗第一時間實施

了交通管制、全員居家隔離、追蹤密接次密
接人員、疫情追蹤溯源、全力救治病患等一
系列措施。並通過多輪全員核酸檢測，篩查
出確診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共100多人。
經過近一個月全力防疫工作，瑞麗連續多

天零新增。瑞麗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揮部4月
26日發布通告：從當日20時起，全市低風
險區域有序解除居家隔離管理，實行常態化
疫情防控。

香港文匯報訊 「努力成為堪當民族
復興重任的時代新人。」在又一個五
四青年節到來之際，重溫習近平總書
記在清華大學考察時的重要講話，令
人倍感使命和責任。總書記關於青年
工作重要論述綜述，對廣大青年既是
溫暖關懷，也是殷切期盼和巨大鼓
舞，必將激勵着新時代廣大青年勇擔
歷史使命、堅定前進信心，立大志、
明大德、成大才、擔大任，在為祖
國、為民族、為人民、為人類的不懈
奮鬥中釋放青春活力，譜寫出屬於新

時代的青春之歌。
央視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黨的十

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青
年工作，多次進校園、開座談會、寫
回信，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
作的熱心人、青年群眾的引路人。在
總書記親自指導和親切關懷下，青年
工作蓬勃發展，廣大青年獲得更加廣
闊的人生舞台，積極追逐青春理想，
奮進中不斷彰顯青春風采。
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
強。民族危亡之際，五四運動喚醒

沉睡的中國；國家奮起之時，「團
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口號響徹神
州大地。百年來，五四精神代代相
傳，民族薪火生生不息。因此，我們
才能在新時代看到：艱苦抗疫時90、
95後不畏艱險、衝鋒在前；脫貧攻堅
決戰中青年一代付出青春、無怨無
悔；創新發展征途上青年才俊勇擔大
任、屢創佳績。肩負民族復興的歷史
重任，邁步現代化發展新征程，廣
大青年更要把擔子挑起來、責任擔
起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征，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擔當。新時代的青年一代必
將大有可為，也必將大有作為。廣大
青年要不負青春，不負韶華，堅定理
想信念，聽黨話、跟黨走，厚植家國
情懷，把人生理想融入國家和民族的
事業中，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
業接續奮鬥；要練就過硬本領，在學
習中增長知識、錘煉品格，在工作中
增長才幹，以真才實學服務人民，以
創新創造貢獻國家，為國家發展和民
族復興凝聚強大青春力量。

「現在孩子恢復得
比較好，能正常吃飯
喝水了。醫生、護士
都把他當自己孩子照
顧。」說起孩子的近

況，親屬阿卜杜麥吉提·伊敏雖聲音微
弱，但充滿感激。

4月30日晚，新疆和田地區一名7歲
維吾爾族男孩的手臂被拖拉機皮帶輪
絞斷，需緊急前往烏魯木齊做接臂手
術。一場跨越逾1,400公里、7小時的
愛心接力就此展開。

「看到孩子胳膊已經斷了，流着血。
我們就一邊開車往醫院趕，一邊打120急
救電話。」阿卜杜麥吉提·伊敏說，行駛
近一半路程，救護車趕到，醫務人員將
孩子轉移到救護車上。

當日21時45分，孩子被送至和田地
區人民醫院。「孩子病情非常嚴重。
醫院條件有限，我建議趕緊把患者送
到烏魯木齊治療。」該院骨科醫生艾
爾肯日介甫稱，若失去斷肢再植手術
的最佳時機，將造成患兒殘疾。

旅客主動與空乘照看孩子
艾爾肯日介甫與同事立即對患者傷

口進行包紮處理，對斷肢進行清創、
消毒、包紮、低溫保存。並第一時間
聯繫了新疆醫科大學附屬中醫醫院骨
三科主任黎立醫生，以便做好接收轉
院患者的準備。

「警車開道，我們坐着救護車很快
趕到機場。」彼時，和田機場最後一
趟飛往烏魯木齊的航班已準備起飛。

阿卜杜麥吉提·伊敏着急地向機場工作
人員說：「能不能把飛機叫回來？救
救我們的孩子。」

當日航班乘務長趙燕回憶：「當天
23點45分左右，航班準備起飛時，我
接到機長通知，說有一位重病旅客要
去烏魯木齊急救，公司要求我們立即
滑回接上旅客。」

飛機滑回期間，趙燕與同事騰出前排
座位，準備了毛毯、靠枕和急救設備。
孩子被送上飛機後，醫生叮囑趙燕，「一
定不能讓孩子睡着，避免大出血，還要
更換冰塊，保持孩子斷臂的溫度。」

「我們拿濕毛巾幫孩子擦臉、播放音
樂，讓孩子保持清醒。」趙燕說，飛行
過程中，一些旅客主動與空乘人員一同
照看孩子。機組成員還拿出身上的現金，
交給了阿卜杜麥吉提·伊敏。

5月1日1時36分，飛機抵達烏魯木
齊。旅客們配合地坐在座位上，保持

過道通暢。飛機停在離機場出口最近
的停機位，醫護人員將孩子送上早已
等候的救護車。

組織專家組確保孩子病情恢復
「4月30日晚，接到艾爾肯醫生電話

和發來的傷情照片。我們判斷患者有
再植條件，必須在8小時之內安排患者
來烏魯木齊診治。」黎立說，得知孩
子順利登機後，醫院開通綠色通道，
迅速制定搶救預案，20餘名醫護人員
在崗等待。

5 月 1 日 3 時 15 分，孩子進入手術
室，這時距離救治極限時間8小時僅剩
半個小時。「整個手術歷時3個多小
時，很成功。手術結束後，我發了一
條朋友圈，感嘆在很多人共同努力
下，在極限時間、極限條件下，完成
了一台極限手術。」黎立說。

4日是孩子手術後第三天。黎立稱，

孩子病情穩定，生命體徵平穩，飲食
正常，情緒平穩，肢體通血正常。目
前，醫院已組織多學科專家組，全力
確保孩子病情恢復和肢體成活。

體現中國以人為本價值理念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新聞發言

人徐貴相表示，這生動體現了中國堅持
以人為本、生命至上的價值理念；體現
了新疆各族民眾親如一家、互幫互助的
和諧關係；體現了新疆各界護佑生命、
大愛無疆的社會風尚；也生動體現了各
族民眾生命權、健康權等基本人權得到
充分保障的真實狀況。

阿卜杜麥吉提·伊敏告訴記者：「我
想說，非常感謝所有幫助我們的人。
要是沒有政府和大家的關心幫助，孩
子可能就沒有胳膊了。我們全家人都
為生活在中國、生活在新疆感到十分
幸福。」 ●中新社

飛機調頭救維族斷臂男孩
新疆各族民眾接力傳大愛

努力成為堪當民族復興重任的時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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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瑞麗疫情
中高風險地區清零

印度新一輪爆發的新冠疫情致醫用氧氣
緊缺，氧療成為印度新冠患者救命保

命的重要醫療手段。「這近2萬台製氧機
訂單多來自印度醫療機構、海外經銷商以
及一些組織購買指定捐贈給印度。」魚躍
醫療相關負責人同時表示，魚躍醫療在海
外市場有着長期發展，自全球疫情爆發以
來，包含印度在內的許多國家對魚躍製氧
機的需求都在上升。

需要從其他分廠調集工人
據介紹，健康人的肺通過呼吸將氧氣輸
送到全身各器官組織，而新冠肺炎重症患
者肺泡上皮細胞被病毒攻擊損傷，肺泡內
大量滲出性液體，使病人無法進行有效的
自主呼吸，導致嚴重的低氧血症，引發全
身器官因缺氧而功能衰竭，危及生命。
魚躍醫療此次為印度趕製的製氧機為

8F-5AW醫用分子篩製氧機和9F-5W製氧
機，7F-5與7F-10製氧機，即每分鐘供氧5
升和 10 升兩種，供氧濃度達到 90%至
96%，無線遙控、霧化功能，語音播報，
智能報警。車間現場技術負責人楊勝評
說，尤其是每分鐘可供氧10升的大流量製
氧機，可將患者肺部氧含量提升40%，可
有效幫助肺功能損傷的患者提高血氧飽和
度，真正打開生命通道。
魚躍醫療的製氧機生產線是全球最長生

產綫之一，產能可達每月10萬台，年產能
100萬台。楊勝評是台灣人，進入魚躍醫
療已經6年。他說，「今年春節大家大都
『就地過年』，本來『五一』小長假，起
碼得給工人放假一兩天，但為了加急完成
印度訂單，我們從其他分廠調集員工，還
臨時急招了工人。」
車間裏一些做着輔助工序的工人沒有穿

統一工裝，楊勝評說，「他們是臨時招進
來才一兩天的工人，來不及發工裝。」

「來自印度的訂單還在增加」
「來自印度的訂單還在增加」，楊勝評

說，「我們只能給工人多發加班工資補
償。」魚躍醫療每天生產製氧機4,000台至
5,000台，「因為製氧機體積大，以前是海
運，現在交付印度改為直接空運」，楊勝
評強調「救人要緊，成本就不考慮了。」
魚躍醫療擁有全球最大的製氧機研發生產

基地，目前已推出了50餘款製氧機，擁有34

項專利。10升大流量製氧機已在全球三十多
個國家和地區暢銷十餘年，形成了較為成熟
的研發、生產、管理和應急體系。
「魚躍醫療的製氧機氧氣輸出穩定，一

年365天能連續24小時不間斷工作，設備
使用壽命至少在3年以上」，「只要有
電，就能持續不間斷供氧」，楊勝評還透
露。

做好原材料替代方案保生產進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特別問及生產原料供

應，楊勝評介紹道，公司自去年年底就提

前備足進口傳感器等原料，「目前原料供
應跟得上生產速度」。對於核心部件供應
或會受國外廠商制約，楊勝評從容地一
笑，說「我們有第二套方案，甚至已有第
三套方案」，他們早已做好國產優質傳感
器替代準備，「華為的教訓警示我們，不
能把產品生命線交到外國人手上。」
魚躍醫療相關負責人還表示，呼吸製氧類

醫療設備，隨着全球疫情變化，海外供應也
有着不同程度的變化。基於2020年全球抗疫
經驗，目前海外製氧機的緊急需求可穩定滿
足，後期訂單情況要視印度疫情發展。

菲外長推特爆粗

香港文匯報訊 據
外交部網站消息，據報

道，菲律賓外交部3日發表聲明，對
中國海警船在黃岩島海域巡邏提出抗
議。菲律賓外長洛欽也就此在個人社
交賬戶上發表帶髒字的言論。不過菲
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稱菲中存在矛盾並
不意味着菲方就一定要變得粗魯無
禮，菲律賓在很多事情上要感謝中國
給予的幫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
斌回應指出，搞麥克風外交無法改變
事實，只能破壞互信。
外交部網站5月4日發布《外交部
發言人汪文斌就菲律賓高層涉華言論
答記者問》，回應相關問題指出，黃
岩島是中國領土，附近海域是中國管
轄海域。中方敦促菲方切實尊重中國
的主權和管轄權，停止採取導致局勢
複雜化的舉動。事實一再證明，搞麥
克風外交無法改變事實，只能破壞互
信。希望菲方有關人士發表言論時符
合基本禮儀和身份。
正如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所說，兩

國在個別問題上的分歧和矛盾不應影
響雙方的友好與合作。這也是雙方多
次達成的重要共識。中方一貫並將繼
續致力於同菲律賓通過友好協商妥處
分歧、推進合作，繼續在抗擊疫情和
恢復經濟方面向菲方提供力所能及的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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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小男孩豎起大拇指的那一刻，不禁讓人感慨生命至上、
大愛無疆。 網上圖片 ●多方協力將受傷男孩送上飛機。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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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在生產每分鐘可供氧工人在生產每分鐘可供氧1010升的大流升的大流
量製氧機量製氧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