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春路 53 号。
一座粉色的大楼静静地伫立在繁华喧闹

的街旁，传递着安定而温暖的力量。
这座住院综合楼建筑面积 60832 平方

米，计划投资 43702 万元。地上 26 层，地下 3
层，将新增床位 700 个，地下室总停车位 460
个，相当于重建了两个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这
将从根本上缓解困扰医院已久的“住院难”、
“停车难”问题。

如同束缚着手脚在刀尖上跳舞

“报建、搬迁、安置、深基坑、施工场地狭
小，建设中所有能遇到的难点与问题，我们都
遇到了。 ”省妇幼保健院院长盛小奇对住院综
合楼建设难度一语定性。

确实，早在项目开建前，省妇幼就曾三更
方案，多次报批。经反复研究论证，最终，省政
府分管领导、 省卫生厅党组才批准了现行方
案， 即在现址实施改扩建， 重新调整院区布
局， 拆除六栋职工宿舍、 制剂楼和空调锅炉
房， 腾地建设一栋住院综合大楼和一栋拆迁
安置楼。

方案既定， 拆迁———这个“天下第一难
事”摆在在了该院领导的面前。 按照计划，需
要搬迁的住户有 172 户产权户和 16 户租户。

方案初定之时， 省妇幼就成立了拆迁工
作领导小组，正式开展拆迁准备工作。一年多
的时间里，拆迁小组成员走遍了每一户，向他
们介绍项目、解释政策、拆迁补偿方案通过二
十几稿，三次向住户征求意见，得到了 99%的
住户认可。通过他们的努力，从拆迁正式启动
到完成拆迁任务，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至
此，省妇幼的拆迁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为响应医院未来整体发展的需要， 退休
员工李某某最早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字。 根据
协议，他将在 5 年后实行回迁。 可是，他没有
等到再回他工作、生活、热爱了一辈子的医院
的时候。 像他一样的人还有 9 个。

“项目能顺利进行，拆迁户做出了巨大的
牺牲。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院里的老员工，是
最为安土重迁的那批人。但是为了医院，他们
在外漂泊了 4 年半， 很多人就已经回不来
了。 ”医院副院长杜非全程参与了拆迁工作，
对每一个拆迁者都十分了解。说起他们，他至
今依然心怀感激。

拆迁之后，紧接着就是施工，这也是整个
项目的难上之难。

住院综合楼面临的施工条件格外复杂，
三面高楼一面临街，地质条件复杂，特别是场

地狭小，施工作业面窄，施工
困难重重，安全风险很大。 此

外， 大楼设计结
构复杂， 基本无

标准层，层
层结构不
同，多处高

支模，技术、安全难度要求高。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从事了 20 年基

建工程管理工作的基建办主任王锋用这八个
字来形容他受命以来的心态。

凌日新，58 岁。 从他来到住院综合楼建
设工地至今已有 4 年了，“我干了一辈子监
理，这次工程最难、最复杂。 基坑最深挖到 15
米，遇到流沙、沉降、积水，还挖到人防工程。 ”
他对工程情况如数家珍。

工程难度高，安全风险大，经常一个电话
就要来到现场，他们已经习惯。 然而，让这些
“老江湖” 们公认最为紧张的一夜无疑是
2013 年 8 月 15 日将空调主机吊装进入新住
院综合大楼地下二层那晚。

那次设备吊装任务难度非常大，稍有不慎
就会出现重大安全事故。 难点主要有二：第一，
设备体积大无法从地下室直接进入，只能借泄
爆井吊装进入，设备大小与泄爆井口大小刚好
吻合两边富余不足 5公分，要求极高的吊装精
度，且施工作业只能在晚 9点至凌晨 5点的夜
间进行，增大了施工难度。 第二，每台设备重量
达到 22吨，且为确保安全只能选用至少 65吨
的吊车进行吊装，但该院地下室顶板设计考虑
的最大货载承重仅为 30吨 /㎡。

经过多次组织设计单位、监理、空调项目
负责人、 吊装公司负责人等相关人员现场勘
查、精密测量计算、共同商讨解决方案，最终
决定采用了如下方案：先用 30MM 厚的钢板
铺设整个路面，从而起到分散受力的作用。 然
后用 35 吨吊车卸货，再用转安机牵引设备到
吊装口附近的指定位置。最后采用 50 吨大吊
车进行设备吊装入地下室。

整个吊装方案必须精确无误，环环相扣，
从卸货的先后到安装就位整个过程必须组织
严密， 任何一点细微的差错都可能导致任务
的失败，造成地下车库顶板垮塌的严重后果。
这让所有参与人员小心翼翼， 经过 6 个小时
的紧张作业后， 最终两台空调主机设备安全
吊装完毕。 吊装组织全过程从第一台设备进
场到最后吊装完成，历时 4 天 3 晚。每一晚都
惊心动魄，如同在刀尖上跳舞。

从工程伊始的上千个日日夜夜，报建、搬
迁、地质、防汛、防暑一只只“拦路猛虎”，考验
着建设方、监理方、设计方、施工方等四方主
体的技术装备、队伍素质、管理水平。 这支队
伍能否经受住考验， 他们已经用行动给出了
答案。

舞出惊艳世人的“霓裳羽衣曲”

2012 年 9 月 27 日，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
限公司组织医院、省建设厅质检站、长沙市规
划设计院、 方圆监理咨询有限公司等相关领
导及工作人员对该院住院综合楼进行了联合
主体验收，并一致认为验收合格，质量达到优
良。

2013 年 5 月 10 日， 由湖南省建设厅质
检总站组织医院及湖南安龙置业
有限公司、湖南方圆监理咨询有限

公司、 长沙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 湖南德城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等参
建单位的相关
领导及其工作
人员对该院的
拆迁安置楼进
行了竣工验收，
并顺利通过质
量验收。

湖南省妇幼
保健院住院综
合大楼项目从
2011 年 10 月 1

日开工至今未出现过一例安全事故， 世人皆
惊！ 该工程难度之大，有目共睹！ 这样的成绩
从何而来，让人好奇。

成绩的背后是汗水。
直径 1.2 米，间距 1.8 米的桩 302 个。
基坑四周护壁锚杆 1010 根。
从地下室底板到中风化层插入 6 到 8 米

的抗浮锚杆 2390 根。
······
枯燥的数据体现的是一丝不苟的工作态

度，是“仁爱、诚信、严谨、创新”的省妇幼精
神。

在施工组织和管理过程中， 施工方按医
院要求， 坚持了质量一票否决制和质量三检
制、严把原材料、半成品进场关，对提出的问
题及时整改，严把检查验收程序，严格杜绝不
合格产品进入下道工序。

同时， 施工方项目部精心编制了施工组
织设计和切实可行的施工方案， 分项工程施
工前对各班组进行详细的技术交底， 确保了
工程质量。

安全方面， 制定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及
定期开展安全
生产大检查，查
处了一批存在
安全隐患的地
方；采用多种技
术措施确保施

工作业全过程的安全生产； 定期开展安全知
识宣传教育并开展安全评比竞赛， 让安全意
识深入人心。

万无一失由此而来。
其实， 这项工程中最惹眼的既不是基建

过程中的艰难险阻， 也不是工程建设过程中
的“零事故率”，而是这座大楼粉红色的外表，
让人惊艳。

粉色，是省妇幼的颜色，是温暖的希望与
温馨的人文关怀，这份温情已经沉淀到省妇幼
的基因里，渗透在“妇幼人”工作的方方面面。

大楼的设计也是如此， 充分考虑了人性
化需求。

功能区域划分方面， 大厅区域功能划分
清楚，启用排队叫号系统，方便患者及时了解
等候情况， 缓解因心情焦虑而产生的抵触情
绪；每隔 3 层设计了一个空中花园，营造出一
种完全不同于工作场合的、轻松的环境氛围，
给医护人员提供一个歇息、 交流的绿色平台
空间；大楼通过功能合理分布减少人员聚集，
避免嘈杂喧闹， 人员相对集中的公共区域采
用吸音材料降低环境噪声。

室内环境方面， 根据建筑格局采用自然
通风和采光，当自然景观不足的情况下，采用
人工模拟自然环境来减少封闭环境， 消除患
者紧张压抑的情绪；病房布局在材料选择、色
彩、 家具配置等方面应采用具有亲和力的设
计理念来体现温馨感， 病房墙面采用的是米
黄色进口纤维壁布，房间里内置直饮水系统、
电视、中央空调、微波炉、小冰箱等日常家电，
这就能缓解患者住院的紧张情绪， 房间里的
灯光尽量避免采用白色冷光光源， 而是用柔
和的淡黄色 LED 光源代替，这能在节能的同
时， 让身处病房之中的患者感到更温馨更舒
适。

在儿童病房的设计上， 在病房内设计一
些可爱的卡通动物图案， 提高医院对儿童的
亲和力。 设计针对儿童的安全护栏，扶手、洗
手台等， 从人性化设计的角度出发来考虑患
者的需求。

这份温暖还惠及一线施工管理人员及农
民工们，为防止中暑事件的发生，医院给基建
工地第一线的项目施工人员、 监理工作人员
赠送同职工同等规格的防暑降温药品， 关注
他们的安全与健康。

其实，最为“妇幼人”赞不绝口的，是周围
单位和居民的宽容和体谅。 三面高楼一面临
街的复杂情况给施工方带来困难的同时，也
给周围环境和居民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对于这点，基建办工作人员颇有感触。 从
基建办公室窗户望过去不到五米， 就是湖南
日报社的一栋居民楼。施工建设过程中，造成
湖南日报社内部分路面下沉，临近水管破裂，
某居民楼一楼 6 户居民房屋地面沉降、 墙壁
开裂，损坏的车辆十几台，基建办积极主动处
理，得到了湖南日报社领导和住户的谅解，并
出借一块场地供项目施工。

来而不往非礼也。 去年，湖南日报传媒大
厦开工，也得到了省妇幼的积极支持，让出了
一面墙角方便施工。

凭借高标准的工程质量和快速严谨的工

程速度， 省妇幼住院综合楼项目正在积极申
报“鲁班奖”，并一直严格按照“鲁班奖”标准
高水平建设。

在项目建设中， 每一片砖瓦、 每一颗锚
钉、每一根锚杆、每一个环节、每一道工序，无
不凝聚着建设者的聪明才智与心血， 无不显
示出建设者对质量负责、对工程负责、对人民
负责、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责任感。

正如盛小奇院长在项目主体验收时表示
的那样，“我相信住院综合楼投入使用后将会
对全省妇幼卫生事业起到巨大的辐射和带动
作用。 ”我们也期待着省妇幼不辜负人民的重
托，为全省妇女儿童撑起一片更广阔的蓝天。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基建纪实

虽然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与湖南日报社
仅一墙之隔，上下班每天经过，我却从来没
有走进过这所声名赫赫的医院。 8 月 28 日
上午，怀揣着兴奋与探究的心情，我站在了
省妇幼的大门前。

向左是门诊大厅，中间是爱心走廊，右
边是施工基地。 穿过爱心走廊，可以看到住
院楼和培训楼的轮廓。 越过施工围墙，可以
看到已经完成幕墙铺设的新的住院综合楼
和回迁楼。 一目之地，已是省妇幼的全部。

随着人流走进门诊大厅，放眼望去，四
个字———摩肩擦踵。 可能是大家都来来往
往做着自己的事情， 大厅里供人休息的座
椅倒还没坐满，我寻了个坐下，和旁边的一
位女士搭起话来。

原来这是一位新晋妈妈，姓曾。 前几天
带着 11 个月的女儿来检查微量元素指标，
今天来拿结果。 当问及对省妇幼观感时，她
没有从正面回答，“我从孕检就是在这儿，
现在自己和女儿的身体都是在这儿检查。
你说呢？ ”一句话胜过千言万语！

“不过停车实在太不方便了，我特地起
了个大早，赶在大部队到来前，才找到了车
位。 ”听得出来，她对能顺利泊车十分得意。
“我来这儿快两年了，都有经验了！ ”她想了
想又补充道，“床位也难排到， 我生完崽崽
后就是被安排在住院楼 10 楼走廊上过的
夜。 ”她笑着说，女儿的检查结果健康让她
十分高兴，和我打起趣来。 “马上就方便了，
新的住院综合楼明年建好，停车、住院什么
的还不小菜一碟。 ”

曾女士的话涉及到了省妇幼存在的核
心问题———“看病难”、“停车难”, 医院常年
超负荷运转，没有与之相匹配的硬件设施。

告别曾女士，我从门诊侧门出来，满墙
的荣誉映入眼帘———世界卫生组织 “爱婴
之家”、卫生部“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湖
南省卫生厅“生殖保健中心”、湖南省卫生
厅“三级甲等医院”、湖南省妇女联合会“妇
女健康之家”······通过和曾女士的谈话，
我对这面荣誉墙有了更细腻、 更深刻的感
受， 省妇幼绝不仅仅是一个获誉无数的普
通医院， 更是一个承载着全省人民重托与
希望之所在。 我深深体会到，为全省妇女儿
童提供优良的医疗保健服务， 是省妇幼不
可推卸之责。

责任二字，重于泰山。 多年来，省妇幼
全院上下不敢有丝毫懈怠， 唯恐辜负百姓
的信任。

然而，“地狭”、“人多”等客观因素如同
“紧箍咒”， 让省妇幼这个满身本领的 “大
圣”难以施展拳脚。 目前，该院占地面积仅
19.8 亩，是省直医院当中面积最小的一个，
仅建有三栋业务用房。 由于业务用房不足，
开放床位少 ， 年床位平均 使 用 率 高 达
135%，高峰期达到 153%。 “住院难”、“停车
难”的矛盾日益突出。 此外，不少新项目因
无业务用房而无法开展，保健、医疗及附属
用房供求矛盾非常突出， 已成为制约医院
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改变医务用房紧缺状
况迫在眉睫，修建住院综合楼势在必行！

(王茜)

刀尖上的舞蹈

湖南重点工程巡礼·省妇幼保健院综合大楼

责任的重量
———走进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有感

采 访 手 记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综合大楼和妇幼家园效果图

关爱母婴

住院综合大楼封顶仪式现场

建院之初，职工自己动手建宿舍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创建于 1947 年,�是我国建院时间最早的省级妇幼保健机构之一。现为我省卫生厅直属的集医疗、妇幼保健、临床教
学、科研于一体的省级现代化妇幼保健院，全省唯一三级甲等妇幼保健机构，是我省基层妇幼保健技术指导龙头单位。

目前，湖南省重点工程———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住院综合大楼建设项目已经封顶，预计 2014 年上半年可投入使用，可使业务用房使用面
积增加到 8 万多平方米，停车位增加至 400 余个，能为全省广大妇女儿童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院长盛小奇
本报记者 王茜 周湘云 通讯员 李俞辰

（本版图片由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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