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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2月26日 星期三 阴

又是一个早班。今天同班的有两位第
一次进舱的男护士，多少有些紧张。前往
武汉江夏方舱医院的路上，胡华主任描述
着自己前几次进舱的情形，总结经验和注
意事项，讲给两位小伙子听。这里边有我
们团队年龄最小、只有24岁的小蔡。

早晨 7 时 15 分，更衣室里开始热闹
起来。我熟练地穿戴好防护用具，让身边
的战友帮我再仔细检查。他可能来自江
苏、天津、陕西的一支队伍；可能是医生，
也可能是护士。在这里，没有地域的界
限，没有性别的差异，只有相互的默契。

病区里，楼道里，合作办公室里……
擦肩而过的“大白”们透过护目镜，习惯
性地相互打气加油，习惯地调侃“你还能
多撑几个小时”，习惯性地认真又耐心地
解答着每一个患者的疑问。

对讲机里的对话和呼叫声此起彼
伏，却没有只言片语的闲聊，严肃的对话
却总以温情的“谢谢”结尾。时间在忙碌
里过得很快，却在关爱中走得很慢。

即将出院的患者显得很激动。因复查结
果依旧阳性或者CT显示病灶没有吸收的
患者显得有些失落，在围观出院患者合影
时，我注意到他们些许羡慕又无奈的眼神。

“每个人的病情都有不同，有些人好
得快，有些人好得慢，好得慢不代表病情
更严重，只是因为你身体这个大工厂的
流水线比别人更长，所以工期更长。安心
在这里再陪我们几天，很快你也可以回
家和亲人拥抱了。”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语言、感同身受
的表达以及发自肺腑的耐心，是可以逾
越言语、年龄和文化障碍的最好工具。

下午2时，师兄准点出现在办公室跟
我交接班，出班还未休息的戴飞跃主任
还特意来电，询问早班患者的情况以及
下午班重点追踪的结果。因为不太放心，
下班前和师兄再次查看了重点患者。

例行排长队，完成漫长又让每个人充
满期待的脱除防护服流程，走出清洁区最
后一扇门，每个人都满脸压痕却表情轻
松。陕西队的某个队员说“摘下口罩，感觉
世界都是我的”。说得真好！

开回驻地的巴士上，远方的友人发
信息告诉我，他们那边的早樱已经开了。

武汉的樱花，不要着急，会有更多的
人目睹你的美。

国家中医医疗队湖南队、湖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主治
医师 孙爽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整理）

3月2日 星期一 晴

昨天晚上，大家在群里交流一天的工
作。

“红安新增零例。”我话语中洋溢着喜
悦。

“团山也是零。”陈建勇兴奋地说。他
来自长沙疾控，我来自邵阳疾控。我们这
批来自湖南疾控系统的10名队员中，有9
人来自各个市州，都是业务骨干。

疫情防控是疾控人的头等大事。“零
增加”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和心愿。听到越
来越多的“零增加”消息，我们感到很开
心。

为了早日取得抗疫的胜利，2月21日
我们一到黄冈，队长蔡亮就带队扎进了实
验室。一天检测标本上千份，挑床不挑实
验室的邓国栋，双手忙成了“机械臂”。红
安、团山病例多，流调任务重，前期调查的

病例中有很多要“回头看”，十分缺人手。
我们分成两个小队，紧急下沉到红安和团
山。

“调查病例我们上！”我和来自张家界
的卢辉在到达红安的当天晚上就奔到抗
疫一线。90后的李泽颖在写给妈妈的信中
写道：“我每天都在成长，变得更加坚强，
不要担心我。”几天下来，我们两个小队深
入现场调查 11 次，培训流调队伍 100 余
人，对50多个病例进行了“回头看”调查，
更深入仔细掌握病例的流行病学史和深
挖密切接触者。

今天的辛苦会化作明天更多的“零增
加”。迎着阳光，我望向窗外，伸展双手，握
紧拳头，心中念道：“加油！新的一天，坚持
再坚持，胜利就在不远的前方。”

湖南疾控第三批支援湖北现场流调
检测队员、邵阳市疾控中心 罗平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整理）

一线战“疫”日记

时间在忙碌里过得很快，
却在关爱中走得很慢

“零增加”的喜悦

湖南日报记者 邹晨莹 辜鹏博

医护人员奔赴前线救治患者，病
毒凶顽、任务繁重、环境恶劣，他们也
是血肉之躯。谁来守护着他们的生命
安全？在黄冈抗疫一线，记者采访了
培训总带教、专业院感人员、医疗队
副领队等，听他们聊聊湖南支援黄冈
医疗队的医院感染管理工作。

“总带教”的目标：“必须
做到人人过关”

在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中，有条
“铁令”：培训不过关，绝不上前线。

3月1日，第五批队员结束了为期
2天的培训。对于这些“学生”而言，防
护这门课，“及格还不够，必须拿优
秀”。一旦发现动作不合格、细节不规
范，一对一的“补课”套餐就送到眼前。

部分医疗队员缺乏感染病房工
作经验，很多操作都不符合规范；医
护人员从隔离区出来后，要经过3个
区域，一层层脱下防护服，过程非常
严谨，动作、细节、顺序、方式不对，
都会造成感染；“无所谓”和“差不
多 ”思 想 ，会 带 来 无 法 预 计 的 风
险 ……千头万绪，都在医疗队总带
教侯飞艳的脑子里细细运转着。“必

须做到人人过关。”在隔离病区，纰
漏所带来的影响是无法预计的。培
训过关，不仅是保护自己、保护战
友，也是为患者考虑。

这还只是国家标准，医疗队的
培训中还有“附加题”。侯飞艳演示
了一段摘脱眼镜的过程。“防护服非
常闷，在护目镜、口罩等重重遮挡
下，人的视线会受到很大影响。护目
镜如何做好防起雾措施，我们都有
一套操作规范。很多人脱完护目镜
之后，忘记将自己的眼镜进行消
毒。”类似的细节，虽然没有出现在
国家标准中，却是医疗队从一个多
月来的临床经验中发现并总结的。

队员的默契：“提醒我，是爱
我；加倍提醒，就是救我”

彭丽华，是一名院感医生。院
感，全称是医院感染管理科，职责是
对医院里发生的各种感染进行预防
和管控，包括患者之间、医患之间的
传染。“抗疫一线，我的任务就是要
确保医护人员安全。”

每逢交接班间隙，大别山区域
医疗中心的隔离病房前，都会有大
批医护人员穿戴防护服，准备进入
病房。彭丽华站在一边，聚精会神观

察他们的每一步动作。她无暇顾及
别处，甚至不敢眨眼睛，哪怕是细微
的纰漏，都是攸关性命的。

感染的风险是始终存在的，防控
工作做得多么充分都不为过。在重症
医学科，由于与危重患者密切接触，
浸入性操作较多，血液喷溅也是常有
的事。“所以，我们病区将院感医生升
格成为专门的院感控制小组，由2名
医生和4名护士轮班，还制定周密的
院感流程。”湖南医疗队重症医学科
护士长徐芙蓉说，不仅防护标准更
高，院感管控工作也更受重视。

还要防范一些潜在风险。前一
名医护人员已经脱完外层防护，此
时，如果有人再次推门进入隔离区，
会将战友暴露于危险之中。“只能想
个土办法，用红笔写上‘请敲门’3个
大字。”徐芙蓉常常琢磨这些容易被
忽略的地方。

曾有护士用近乎调侃的语气
“吐槽”徐芙蓉：“每天都反复念叨，
耳朵都怕了她了。”徐芙蓉却觉得，
自己怎么做都不够。每个人都应该
成为隐形的院感人员，队员之间也
形成默契：“你觉得我不到位，提醒
我，是爱我；加倍提醒，就是救我。”

领队的心愿：“让所有人
平安回家”

这几天黄冈骤冷，气温在6℃到
10℃间徘徊。在医护人员驻地内，房
间里却一律不开空调。“若使用中央
空调，一旦有一个人出现疑似症状，
整个医疗队都要受影响。”除了病区
防控，医护人员生活区的管控也在
院感的范畴之内。

队员从医院回到房间，房间如
何分区、如何进房门、工作服和个人
衣服如何切换，都有统一规范。

自1月25日带着队员紧急驰援，
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副领队朱华波的
心一直悬着：“只有到最后一刻，所有
人平安凯旋，我才能真正放下心来。”

（湖南日报黄冈3月2日电）

援黄冈 有“湘军”
医疗“湘军”奋战湖北——

上岗之前严格培训，设置专业院感人员，人人细致照顾
自身——

唯愿人人安然归来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周瑾容 钱淑琴

3月2日，大别山区
域医疗中心湖南专属重
症病区几位重症患者伸
出大拇指，为这里的湖
南护士点赞：“你们的活
儿真细！太谢谢了！”

湖南省人民医院支
援黄冈的 15 名护士都
分配在这里工作。这个
重症病区，住着17位重
症患者。患者病情重，无
家人陪护；有的患者神
志不清。呼吸道管理、病
情观察、管道护理、饮食
营养、皮肤护理等，都是
ICU 护士要做的工作，
既考验专业功夫，又考
验爱心和耐心。

来自湖南省人民
医院的钱淑琴是 2 月
22日来到黄冈的。在湖
南专属重症病区护理
患者的过程中，她和同
事发现，有的患者手指
甲 和 胡 须 比 较 长 。当
晚，在医疗队工作群说
了此事，湖南省人民医
院心内二科主任彭建
强马上拿出自己的剃
须刀和指甲钳。有了工
具，护士们第二天便为
患者轮流进行个人卫
生“大扫除”，一一修剪
指甲、剃胡须。

13 床的患者年近
八旬，因为没有牙齿，
饭菜嚼不动。营养跟不
上，可能会导致患者免
疫力降低而加重病情。
医疗队队员蒋丽拿出
自 己 的 营 养 粉 ，冲 泡
好，让老人喝下。

湖南重症 ICU 护
士长、湖南省人民医院
急诊 ICU 护士长徐芙
蓉是重症护理的“老口
子”，有着丰富的临床
经验。看到有的患者卧
床时间比较久，徐芙蓉
就教他们在病床上做
一 些 握 拳 、伸 腿 的 动
作，预防血栓；她还仔
细检查患者臀部皮肤，
为患者翻身，预防褥疮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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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湖南医疗队重症医学科护士长徐芙蓉（左）为队员检查护目镜。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邹晨莹 摄影报道

通讯员 卞红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黄柳英

3月1日，永州市中医院“90后”
医师谭敏杰驰援武汉的第 21 天，一
对母女治愈出院。谭敏杰特地来到
她们的病床前送别，母亲姓蒋,母女
俩拉着他的手久久不愿松开。“非常
感谢你的帮助和关心。我们也算因
疫情结缘，希望以后像亲人一样走
动。”蒋阿姨说。

蒋阿姨的女儿萌萌在新西兰工
作，1 月回武汉家里过年。2 月 8 日，

母女俩都出现了嗓子痒、咳嗽等症
状，2月17日被确诊为新冠肺炎，一
起住进武汉江夏中医方舱医院。刚
住院时，蒋阿姨十分焦虑，每天都要
找医生追问好几遍病情，加上女儿
萌萌怕苦，不肯吃中药，吃不下饭，
蒋阿姨愈发心急。

“你们的病情比较轻，放松心
情，才能有助病情更快好转。”发现
母女俩的情况后，谭敏杰便经常到
她们的病床前开导，给她们送去酸
奶、巧克力、老干妈等。谭敏杰还爽
快地接下了蒋阿姨交给他的特别

“任务”：每天监督萌萌吃饭、喝中
药。经过谭敏杰的耐心开导，母女俩
都逐渐放松心情，积极配合治疗，病
情持续转好。

“你要照顾好自己，平安回家。
等你离开武汉那天，我和女儿一定
来送你。”离开医院的时候，蒋阿姨
还坚持让谭敏杰写下他在永州的地
址，打算以后到永州“走亲戚”。

谭敏杰善于观察，心思细腻。有
一位病人住院匆忙，没有带生活物
资，最近天气转暖，她还穿着厚厚的
棉裤，热的直冒汗，自己又不好意思

告诉医务人员。谭敏杰发现后，第二
天就把自己没穿过、又适合这位病人
穿的秋衣秋裤拿来送给了她。工作之
余，他经常在微信上陪病人聊天解
闷，及时了解病人的诉求。

“来武汉之前，也为严重的疫情
焦虑过。到了这里，确诊的数字变成
了一个个具体的人，我只剩下一个
想法，就是帮助病人，让他们早日恢
复正常生活。”谭敏杰说，疫情无情，
医院里的人却始终保持善良、乐观
和友爱，每天都有温暖的故事发生。
大家共同努力，一定能战胜疫情。

一对母女治愈出院,拉着永州市中医院“90后”医师谭敏杰的手
久久不愿松开——

“希望以后像亲人一样走动”
医疗“湘军”

奋战湖北

亲爱的儿子：
你到黄冈支援已经一个月了，工

作顺利吗？身体还好吗？爸爸妈妈愿你
一切安好！

正月初三的下午，医院那边确定你
第二天去支援湖北黄冈。好男儿建功在
战场。我和你妈妈既为你骄傲，又为你担
心。特别是你妈妈，从接到你的电话开
始，就在家里坐立不安。给你整理行李
时，她恨不得把自己也打包去湖北照顾
你。看着你睡了，我和你妈妈在客厅里又
坐了好久。儿子，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心里
话想对你说。但第二天一早，你就要集
合。再多的话，我们都只能藏在心里。

儿子，送你去前线的那一天，老爸这
辈子都忘不了。那天我看到你穿着红色
的冲锋衣，魁梧的身躯在人群中格外显
眼。当我抱着你告别的时候，多希望时间
能够过得慢一点。我一个大老爷们强忍
着，不敢像你妈妈一样当众流泪。24岁的
儿子，不知不觉，已经成了一个顶天立地
的男子汉，成了我们全家人的骄傲！

自从你去黄冈后，我和你妈妈的
心就悬了起来。我们每天都守在电视
机前，迫切地希望在新闻里看到你工

作的身影。早上一睁眼，我们就拿起手
机看有没有你的消息。每当看到电视
里，前线医护人员那一张张被口罩压
皱的脸、那一双双皲裂的手、那一个个
吃力的背影，我和你妈妈的眼泪总是
不自觉地流了下来。儿子，我和你妈妈
每天都很想打电话给你，可我们怕打
扰你休息，影响你工作。我们知道，你
一直都是报喜不报忧，从没在我们面
前说过一句难过的话，每次都是给我
们看你的笑脸。儿子，你可知道，你的
坚强，让我和你妈妈更心痛。

儿子，你安心在前线工作，我和你
妈妈在家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爸爸的
厨艺现在有了很大的进步，你最爱吃
的辣椒炒肉也学会了，等你回来，爸爸
炒给你吃。儿子，你要保护好自己，合
理休息，每天要多吃点饭。

儿子，加油！抗疫之战，你们一定会
赢！我们等你健康平安回家！

父亲 柳来青
2020年2月28日

作者为邵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ICU护士柳鑫珹的父亲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整理）

你的坚强，
让我和你妈妈更心痛

亲爱的爸爸：
您好！
今天已经是您去武汉支援的

第九天了。我每天都在担心您：您
有没有坚持做运动？有没有勤洗
手？您那么胖，穿着厚厚的防护
服、戴着紧紧的口罩会不会不舒
服？您有没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新冠肺炎病毒是一个“大恶
魔”。我们躲在家里，不能出门，
也不能去学校上学。一批又一批
医护人员却出了门，奔赴抗疫一
线。您就是其中的一员。我问妈
妈：“妈妈，爸爸是精神科的医
生，为什么他也要去武汉呢？”妈
妈告诉我：“一旦感染了新冠肺
炎，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患者
很害怕很恐惧。爸爸就是去抚慰
他们心灵的，要让他们重拾信
心，才能更好地配合治疗。”听了
妈妈的话，我想：爸爸乐观开朗
的性格一定能帮助到他们。

亲爱的爸爸，以前，您在我的
心里就是一个喜欢看手机、爱玩
游戏的普通人。这一次，让我对您

刮目相看。您真了不起！那天，我
和妈妈在高铁站送您。一想到您
去武汉，会很长时间不能陪我，说
不定还会有感染的风险，我当时
真不想让您去。您告诉我：“国家
有需要，就要挺身而出。能够帮助
别人，是一件很快乐的事！”爸爸，
您是最帅的逆行者。

在武汉的这段时间里，您一
定要好好保护自己，做好防护措
施，不要马虎大意，千万不能被
感染。医生有千千万，我的爸爸
只有您一个。我在家里会好好学
习，照顾好弟弟，请您放心！我们
等您早日凯旋。

对了，我还给您画了一幅
画，希望您喜欢。

你的女儿 周琬祯
2020年3月1日

周琬祯的爸爸周自强系湖
南省支援武汉第六批医疗队、湖
南省脑科医院成人精神科主治
医师

（通讯员 石荣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整理）

医生有千千万，
我的爸爸只有您一个

湖南日报3月 2日讯（记者 段涵敏）
3月2日，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通报，3月1日
0-24 时，湖南省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
增确诊病例0例，新增重症病例0例，新增死
亡病例0例，新增出院病例23例。

新增出院病例中，长沙市7例、株洲市7
例、邵阳市4例、岳阳市4例、永州市1例。

截至3月1日24时，湖南省累计报告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1018例，累计报告重
症病例147例，现有重症病例17例，死亡病例
4例，出院病例876例，在院治疗138例。

累计确诊病例中，长沙市 242 例、衡阳
市48例、株洲市80例、湘潭市36例、邵阳市
102例、岳阳市156例、常德市82例、张家界
市5例、益阳市60例、郴州市39例、永州市

44例、怀化市40例、娄底市76例、湘西自治
州8例。

现有重症病例中，长沙市6例、株洲市4
例、邵阳市1例、常德市2例、益阳市1例、娄
底市3例。

死亡病例中，长沙市2例、邵阳市1例、
岳阳市1例。

出院病例中，长沙市185例、衡阳市46
例、株洲市69例、湘潭市34例、邵阳市99例、
岳阳市119例、常德市72例、张家界市5例、益
阳市59例、郴州市35例、永州市43例、怀化市
40例、娄底市62例、湘西自治州8例。

目前追踪到密切接触者26893人，已解
除医学观察26543人，尚有350人正在接受
医学观察。

湖南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在院治疗138例，累计出院876例

湖南日报3月 2日讯（记者 段涵敏）
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精准防控工
作,根据《湖南省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
制关于印发湖南省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
精准防控实施方案的通知》有关要求，今天，
省新冠肺炎联防联控机制根据各地近一周
疫情变化情况，对各县市区疫情风险等级分
类名单进行了调整。

在此次调整中，南县、华容县、君山区、云

溪区、临湘市、石门县、安乡县、岳阳县、平江
县等9个县市区14天内无确诊病例报告，符
合低风险条件，但考虑到其地域特点和相邻
湖北地区的风险等级，为加强精准防控，由低
风险级调高至中风险级C类。

截至 2020 年 3 月 1 日 24 时，全省低风
险等级的县市区扩大到105个。省联防联控
机制和专家强调，低风险还是有风险，防控
工作丝毫不能放松。

湖南低风险等级县市区扩大到105个
低风险还是有风险，防控工作丝毫不能放松

高风险(0个)
中风险A(3个)：邵东市、岳阳楼区、澧县。
中风险B(2个)：资阳区、祁阳县。
中风险C(12个)：望城区、茶陵县、岳塘

区、云溪区、君山区、岳阳县、华容县、平江
县、临湘市、安乡县、石门县、南县。

低风险(105 个)：芙蓉区、天心区、岳麓
区、开福区、雨花区、长沙县、浏阳市、宁乡
市、荷塘区、芦淞区、石峰区、天元区、渌口
区、攸县、炎陵县、醴陵市、雨湖区、湘潭县、
湘乡市、韶山市、珠晖区、雁峰区、石鼓区、蒸
湘区、南岳区、衡阳县、衡南县、衡山县、衡东
县、祁东县、耒阳市、常宁市、双清区、大祥
区、北塔区、新邵县、邵阳县、隆回县、洞口

县、绥宁县、新宁县、城步县、武冈市、湘阴
县、汨罗市、武陵区、鼎城区、汉寿县、临澧
县、桃源县、津市市、永定区、武陵源区、桑植
县、慈利县、赫山区、桃江县、安化县、沅江
市、北湖区、苏仙区、桂阳县、宜章县、永兴
县、嘉禾县、临武县、汝城县、桂东县、安仁
县、资兴市、零陵区、冷水滩区、东安县、双牌
县、道县、江永县、宁远县、蓝山县、新田县、
江华县、鹤城区、中方县、沅陵县、辰溪县、溆
浦县、会同县、麻阳县、新晃县、芷江县、靖州
县、通道县、洪江市、娄星区、双峰县、新化
县、冷水江市、涟源市、吉首市、泸溪县、凤凰
县、花垣县、保靖县、古丈县、永顺县、龙山
县。

■链接

湖南省各县市区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等级分类名单
(截至2020年3月1日24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