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疫”的胜利，离不开前线的奋勇
杀敌，也离不开后方的全力保障。

面对院内、全州、武汉“三线战场”，
湘西州人民医院集结医务科、科教科、
护理部、院感科、总务科、设备科、保卫
科、传染病管理科等力量，积极做好物
资、人员、后勤、信息、安全等各项保障
工作，打好疫情防控的总体战。

人员保障，不遗余力——
精兵强将是打胜仗的关键。州医

院全力动员，组织专项培训；医务科、护
理部合理调配人手；全院干部职工全力
以赴，奔波、坚守在院内防控、定点医
院、武汉疫区各大战场。一方力量不
够，各科上前支援。

医务科自抗疫战斗打响以来，他们
废寝忘食，协调医技科室管理、完成院
内培训、组织信息上报……成为临床一
线最强大的支撑堡垒。在新冠肺炎专
用热线开通前，医务科科长贾浩的手机
号码就是全州的热线电话，他每天接听
200 多个来电，经常半夜回复病人及家
属问题，连续十多天没睡过一个好觉。

护理部化身成三头六臂的全面能
手，主动了解科室动态、人员排班、配备
物品、各器械是否处于功能状态等。由
院方牵头，积极参与援鄂队员家庭慰问，
协调解决队员家中实际困难，让一线“战
士”没有后顾之忧。护理部主任梁晓婷
自疫情发生以来，一直驻守一线，除夕那
天，她协调定点病区、陪同院领导慰问各

科室，直到十二点新春的烟花响彻夜空，
才想起自己连晚饭都没吃。

儿科医师钱芳，大年初一紧急领
命，接诊一位从武汉回来的发热孩子，
为了减少其他人的风险，她默默坚守，
连续上了30个小时的班；感染科副主任
洪桥爱深知医院人手紧缺，脚上打了石
膏依然“轻伤不下火线”，一直坚守在定
点病区隔离病房……

疫情期间，全院中层干部以上、主
要职能科室、主要岗位人员全部取消休
假，不少干部职工连续 30 多天奋战一
线。州医院组建了 50 名医生、90 名护
士的救治队，共派出 35 人次赴龙山、永
顺指导，35 名医护人员进驻定点医院，
19人驰援湖北，在各大抗疫战场发挥了
重要作用。

后勤保障，不计代价——
“你守护患者，我守护你”。在一线

医护人员的背后，各职能部门无言守
候，“鼎力相助”。

面对疫情前期防疫物资市场货源
不稳定、价格不稳定，采购极其困难的
情况，州医院党政领导班子旗帜鲜明地
表示：“不计代价也要备齐防护物资，决
不能让抱薪者冻毙！”

设备科、药剂科、总务科积极行动
——设备科想尽一切办法，先后联系了
200 多家供应商及厂家，购进医疗设备
173台件，防护用品76.8万件（套）；药剂
科面对市场无 75%酒精采购的情况，连

夜加班配制酒精供防控消毒使用。总
务科为援鄂队员准备行李，光是服装、
鞋子、日用品等就准备了 38 项，寄出防
护及生活用品100多箱。

疫情期间，州医院防控支出总共
800 多万，其中自采防控物资 300 多万
元，确保了院内、定点医院和援鄂队员
的防护物资。在物资最紧缺的时候，还
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紧急
支援龙山、永顺等医院防护服70套。

还有院感科、传染病管理科、信息
科，织密信息网络，更新防控知识，确保
滴水不漏；总务科、保卫科，把好进出关
口和重要防控节点，实现安全保障万无
一失；党办、院办、宣传科，联合上下，协
调内外，将组织力量化作全院攻坚克难
的坚实支撑……

上下一心、同舟共济，让州医人攻
克了一个个难关，守住了一个个阵地，
迎来了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阶段性胜利！

截至发稿之日，湘西州新冠肺炎确
诊患者8例，实现患者零死亡、医护人员
零感染、出院病人零回头。州医院作为
战“疫”救治的“主力军”，圆满完成防疫
期间的各项任务。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青山矗立,
不堕凌云之志。

当春暖花开、疫情散去，经历了重
重考验的州医人，正以更坚定的信念、
更饱满的激情，去践行“厚德、精医、博
雅、弘毅”的院训，为全州百姓健康撑起
一片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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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严防御——
筑牢“三道墙”，守好医院“大本营”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湘西州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是一场

初心与责任的大考。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与湖北接壤

的湘西州，成为湖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

重点区域。如何抵御未知的险情，守好这

一方“净土”？

湘西州人民医院勇挑重担，全力应战。

党委书记彭剑涛铿锵发声：“我们是湘

西州最大的公立三甲医院，也是唯一一所

三甲综合医院。抗击疫情，我们义不容

辞！”

院长周明欢坚定表态：“州医院将全力

动员、主动出击、高效运行、保障救治，展现

我们的作为、我们的担当！”

在院党政领导班子带领下，全院党员

率先垂范，全体干部职工迎难而上、攻坚克

险。从 3 个小时紧急设立新冠疫情隔离病

区，到3天时间完成州级新冠肺炎救治定点

医院的改建；从打造本院抗疫精英，到培训

全州抗疫大军；从深入龙山、永顺隔离病房

指导治疗，到派出两批共 19 人的医疗队支

援湖北；从抗疫前线救死扶伤，到阵地后方

强化保障体系……州医人白衣执甲，打响

了一场撼天动地的“家园保卫战”！

■ 王 珊 向莉君 邓 进

疫情防控，医院是“第一战场”。面
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湘西州人民医院一
马当先，把防控重任扛在肩上。

1月15日，医院第一时间吹响了防
控号角；第一时间成立了以党委书记彭
剑涛为第一组长、院长周明欢为组长的
抗疫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了综合协调、
院感防控、医疗救治、后勤保障、宣传保
卫、监督检查 6 个工作小组；第一时间
制订防控方案和紧急预案，梳理完善各
项流程。

州人民医院党委、行政班子多次实
地调研、现场办公，先后召开了22次疫
情防控工作调度会，做到提前预判、及
时响应、主动部署，构建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疫情防控网，确保医院疫情防控
工作“零死角、零盲区、零疏漏”。

由向平副院长任组长的州医院医
疗救治组，率先拉起预检分诊、发热门
诊、定点病区“三道防线”，守好医院“大
本营”。

预检分诊和发热门诊是战“疫”的
“哨口”。医院集中医护力量，梳理作业
流程，合理设置通道，守好“哨口”，确保
不漏一个疑似病人。

大年三十，因收治的发热咳嗽病人
增加，急诊科的临时隔离病房无法满足
需要，医院紧急启动定点病区建设。总
务、设备、护理、医务、院感全体人员火
速到岗。作为定点病区的儿保科3楼，
因为正在改建中，所以除了几张留下的
诊断床什么都没有，水电气不通，病房
布局、设置均不符合隔离病房要求……

面对这几乎是“瘫痪”的状态，大家通力
配合，攻坚克难。

没有设备就添置设备，仪器坏了就
紧急抢修，病房装修废弃物多就现场打
扫，布局不合理就重新布置……大年三
十正是万家团圆的时刻，他们却把全身
心交付到医院抗疫战场，投入到定点病
区建设之中。从装修未完工的凌乱病
房到焕然一新的定点病区，从一无所有
到一张纸、一瓶水、一颗药都准备到位
……仅用了一天时间，就完成了这个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晚上 7 时，定点病区准时开科，收

治疑似患者。来自全院不同科室的 80
余名医护人员集结在一起，分批 24 小
时值班，排查疑似病例。在他们身后，
还有以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感染科、

重症医学科、急诊科、血液科、院感科、
传染病管理科等专家为主的36名专家
团队随时研判病情，为疾病的诊治及时
提供技术指导和咨询。

速度前所未有！力量前所未有！
科学、严谨前所未有！三道“靠得住”的
防线，筑牢了院内防控的“铜墙铁壁”。

截至目前，医院发热门诊共接诊发
热病人 5000 多例，定点病区共收治疑
似病例20多例。

最强担当——
组建“别动队”，保卫全州“主战场”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作为全州唯一一家三甲综合医院，
州医院是战“疫”的排头兵、主力军。早
在防控阻击战打响之初，州医院就认识
到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最大范围集结
呼吸、感染、ICU 等多科专家、护士，组
建60多人的“别动队”，做好万全准备，
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驰援。

州医院呼吸领域专家、副院长梁民
勇当仁不让，担任湘西州疫情防控医疗
救治专家组组长，专家组组员几乎都是
州医院专家。他们先后多次和省级专
家组一道，奔赴吉首、龙山、永顺、凤凰、
古丈等各地定点医院，扛起了全州的防
控体系建设和疑似确诊病例的救治任
务。龙山、永顺 8 例确诊病例，从指导
病区建设到鉴别疑似病例，从重症患者
到普通病例，从诊断到治疗、出院评估
认定等，他们积极指导、全程参与，贡献
出“州医智慧”“州医力量”。

防控早期，大家对新冠肺炎疫情知
之甚少，每一个决策都冒着巨大的风
险。记得 1月 30日，专家组副组长、州
医院感染科主任瞿章书在永顺巡诊，发
现一位确诊病人血氧降到了 93%以下,
发展为重症病例。他及时汇报州级专
家组及州委、州政府、州卫健委，立即组
成了以州专家组组长、州医院副院长兼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大主任梁民勇，州
专家组副组长、州医院大内科主任兼血
液科主任宋奎博士，州专家组副组长、

州医院感染科主任瞿章书及州级专家
组成员、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麻怀志
组成的危重症诊治特别小组，密切现场
观察及指导，与当地政府、医院共同调
整了这例重症患者包括心理辅导、人文
关怀和药物氧疗等方案。最终，患者积
极配合治疗并很快痊愈出院。

“我在这个位置，就要有这份担
当。”宋奎说。

宋奎的话，也是全体专家组成员的
心声。在风险与压力前，他们秉持初
心，仗义执言；在繁重任务下，他们全力
以赴，任劳任怨。

呼吸专家、副院长、专家组组长梁
民勇，每天冲锋在防控最前线，管理隔
离病区、建设定点医院，常常深夜赶往
永顺、龙山零距离指导诊治，凌晨又赶
回本院救治新冠患者，短短10余天，就
瘦了十斤；

感染科主任瞿章书每天忙得像个
陀螺，最忙的时候两天只睡了4、5个小
时。身为永顺人的他，疫情期间5次到
永顺指导救治，却一次都没有回过家；

还有王先勇、姚茂君、马继扬……
专家们既要兼顾本院发热门诊、定点病
区、定点医院多个作业点的防控救治工
作，又要承担本科室救治工作，每天都
超负荷运转，个个都是“拼命三郎”“钢
铁战士”。正是他们的不辞辛劳、精准
救治，换来了全州新冠肺炎确诊疑似病

例救治工作的好成绩——截至 2 月 21
日，湘西州确诊病例 8 人，全部治愈出
院。

最快速度——
建定点医院，打造救治“桥头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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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医院，是新冠肺炎医疗救治的
“桥头堡”。应疫情防控工作需要，1 月
下旬，州委、州政府决定将州肿瘤医院
紧急改建为州级新冠肺炎救治定点医
院。州委书记现场拍板，由财政支持
600万元用于医院改造。医护“主力军”
由湘西州人民医院担当。

时间只有一周，任务迫在眉睫！

1 月 31 日，党委向全院党员群众发
出紧急倡议。各支部、科室、班组、个人
踊跃请战——69 岁的退休职工田光汉
积极请缨：“我随时听从组织召唤！请
组织放心，我身体很好，可以继续战
斗！”党员冯胜十是重症医学科的一名
护士，因怀孕不能上一线，急得一夜睡
不着。2 月 1 日，她向组织递交了 3000

元的特殊党费……短短 3 天时间，州医
院就有上千人递交了请战书。

2月3日，定点医院进场开建。梁民
勇临危受命，担任定点医院业务副院
长，首席专家，带领医疗组10人、护理组
18 人组成首批驻点救治队。救治队员
八成为党员，他们不畏艰险，不计劳累，
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与院
感、医务等科室高效协同，从病室改造、
硬件设施、病人分流到医疗设备、人员
配备、药品耗材，再到后勤保障、院感防
护，打响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硬仗！

6 层楼、6 个病区、180 张床位改造
建设，只用了短短 3 天——2 月 7 日，定
点医院如期运行。州医人再次用行动
证明了值得信赖的“州医实力”！创造
了令人惊叹的“州医速度”！

此后，州医院先后派出 2批 35名医
护人员进驻，做好疫情监测、排查、预
警、防控工作，制订规划流程及应急预
案，筑牢“战‘疫’桥头堡”。2 月 23 日
起，又根据州卫健委通知，负责全州新
冠肺炎防控与诊疗培训工作，共培训全
州医疗卫生系统 356 人，培训范围涉及
全州县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和乡镇卫
生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不 管 是“ 州 内 战
‘疫’最前沿”，还是“淬炼精兵大后方”，
在定点医院这特殊的阵地上，党旗始终
高高飘扬——早在定点医院成立的第
一时间，他们就组建了临时党支部与党
员活动室；业务院长梁民勇组织党员们
上党课，重温入党誓词，强化初心使命
的学习，加强战疫时刻的党性淬炼，以
最强的“红色硬核”锻造出一支能战能
胜的党员先锋队。在临时党支部和党
员先锋们的感召下，来自七县一市各个
医疗单位的学员们纷纷递交入党申请
书，立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随时
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一面面党
旗在抗疫战场上迎风飘扬，一枚枚党徽
在新冠阴霾中灼灼闪耀。

“虽然定点医院未收治确诊病人，
但在特殊时期起到了稳定军心、淬炼党
性、锻造队伍的重要作用。”州医院呼吸
二科护士长、定点医院护士长彭晓萍告
诉我们。

3 月 31 日，根据湘西州疫情防控连
续向好的形势，定点医院基本完成前期
使命，于 3 月 31 日改为待命状态，州人
民医院人员暂时撤离回本部上班，但所
有组织机构、工作方案、人员设施仍成
建制保留，一旦有需要，两小时内可全
面启动。

最大力度——
备足“兵与粮”，稳定战“疫”大后方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看湘西州人民医院如何打好疫情阻击战看湘西州人民医院如何打好疫情阻击战

湘西州人民医院定点病区，医生为发热患儿看诊。

定点医院
淬炼“精兵”。

众志
成城阻击
疫情。

（本版图片由湘西州人民医院提供）

州人民医院多部门协同保障物资
供应。

白衣执甲白衣执甲 家园家园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

湘西州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专家
深入永顺、龙山定点医院隔离病房看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