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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归来

市一院援鄂医疗队圆满完成抗
“疫”
任务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斗中，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全体医务人员
奋不顾身，李淑艳、陈亮、孙兵、李旭
然、史妍妍、惠亮亮、付鹏、葛慕莲、
夏慧 9 名同志作为江苏省第二批医
疗队员于大年初三紧急奔赴湖北，
支援武汉江夏区人民医院抗
“疫”
。
在疫情最严重的地方，队员们
克服重重困难，冒着巨大风险救治
了大量病人，赢得了一致好评。患
者们称赞队员说道：
“你们大江苏医
疗团队整体素质真的高！”其中组长
李淑艳被评为“武汉市江夏区疫情
防控先进个人”，陈亮被评为“全国
先进医务工作者 ”，惠亮亮被评为
“江苏最美医务工作者”
。
随着疫情逐渐好转，3 月 17 日，
队员们出色完成了 50 天的驰援任
务，踏上了返乡的旅程，于当天晚上

抵达淮安市盱眙县，待观察休息一
段时间后返回家中。
3 月 18 日，淮安市政协副主席、
市一院党委书记、院长孙晓阳，副院

长杨晓钟、高勇，医务处副处长刘
玲、谈进，护理部副主任张青等来到
医疗队驻地看望回淮队员。
（王树文）

市卫生监督所

发扬雷锋
“钉子”
精神
坚决打蠃疫情防控攻坚战
3 月份，是学习雷锋活动月，也
是防控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的关键
时期，淮安市卫生监督所卫生监督
员们连续发扬雷锋“钉子”精神，做
到队伍不散、力量不减，针对每一个
防控环节再认真、再过细，确保疫情
防控万无一失。
目前，面临医疗机构陆续复诊、
儿童预防接种陆续展开、企业陆续
复工、公共场所开门营业、学校准备
复课形势，淮安市卫生监督所继续
做好防控工作，内防扩散、外防输
入、严格管控。
一是对医疗机构无死角督查指

导。对预检分诊、发热门诊各项制
度的落实以及医护人员卫生防护、
消毒隔离，医疗废物规范处置进行
无死角督查，保证各项工作符合国
家新冠肺炎防控方案要求。
二是强化儿童预防接种监管。
确保预防接种工作安全有序，要求
各预防接种机构最大限度降低聚集
性疫情传播风险，及时发现问题和
风险隐患，采取有效措施迅速整改，
确保接种安全。
三是全面保障企业复工复产。
紧紧围绕市联防联控指挥部的部
署，对开工企业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再督查，尽最大可能阻断传染源进
入厂区，
保障企业安全复工复产。
四是强化对公共场所防控工作
的督查指导。要求公共场所必须按
规定开业，坚决避免人员长期逗留、
顾客扎堆，对进入公共场所的人员
必须佩带口罩，扎实做好环境卫生、
人员检测、卫生消毒工作。
五是做好学校复课的各项准备
工作。要求各学校全面落实防控措
施，做好新冠肺炎知识宣传教育、防
控物资储备，确实保障学校疫情防
控工作扎实开展，防范学校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
（陈前伦）

砥砺初心展本色 抗
“疫”
前沿显担当
——记朱桥卫生院抗“疫”先锋张春香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有无
数逆行者无惧无畏，毅然向前，其中
深入第一线的就是我们可敬可爱的
医务工作者。
朱桥卫生院从正月初三全员进
入战斗，所有员工日夜奋战在抗疫
一线。作为一线医务人员，院感主
任张春香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她
无怨无悔地奔走在抗疫前线。
面对突发的疫情，她认识到必
须科学规范的做好防控，才能积极
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她作
为院感科主任，第一时间对全院职
工，特别是一线医护及乡医等高风
险人员进行防控知识培训和现场指
导，
尽全力杜绝医院感染事件发生。
疫情发生后，她根据上级部门
的各项政策和医院规定结合防控工
作特点，第一时间制定了自己工作
日程表：
7:30-7:45 准备好普通发热门
诊、预检分诊、测体温处、卡口上路
人员、新冠肺炎防控发热门诊、护送
病人人员及其余各科室防护用品；
7：45—8:00 根据各科室防护
标准统一发放所需物资，指导、监督
人员正确穿戴防护用品，协助发热
门诊、预检分诊等重点防控科室人

员做好进入岗位前的一切准备；
识，对全院职工进行了科学培训，不
8:00—9:00 分 别 到 重 点 防 控
厌其烦。记得 1 月 29 日晚 22:20，
科室提出注意事项，要求所有人员
张春香接到院领导电话，有从武汉
按照流程细致入微的工作，将“标准
旅居史人员需要检查，那是第一次
预防”概念刻在脑中、用在手中，不
真正面对面的接触；面对未知，如何
得有任何疏漏！要求预检分诊人员
做好防护？如何做好人员的心理疏
熟知询问内容，特别是有无“四史”，
导？如何科学的安排流程？她坚定
详细记录患者个人信息，做好引导
地说：
“ 没事，我来！”就这样带着大
工作；督促自愿者服务人员、导医和
家佩戴好防护用品，一步步完成检
门卫工作，保持秩序井然……
查步骤，又一步步脱下防护用品，进
密集有序的安排，体现了她高
行消毒。整个过程，是理论与实践
尚的职业操守；忙碌的身影，彰显了
的结合，也是勇气与信念的体现！
她挚爱情怀。
“没事,我来！”这是工作中她最常说
坚守岗位诠释信念。连续三十
的四个字。简单的字眼，朴实的话
多天的奋战，她所负责的工作井井
语，
却道出她内心对工作的挚爱！
有条，为医务人员解除了后顾之忧，
舍小家顾大家，尽心尽责。疫
为各类辅助人员提供了强有力的保
情防控以来，她不仅放下了家庭主
障。本职工作之外，还及时处理上
妇的所有事务，连父亲 6 根肋骨骨折
级下达的各种繁琐任务，迎接各类
也不能陪护在身边，纵有千般牵挂，
部门的防控督查，尽管如此，她总能
依然迅速回归岗位；24 小时随时待
从容应对。
命，只要有需要，随叫随到，从无怨
不惧困难践行使命。新型肺炎
言！每天第一个到岗，最后一个离
诊疗方案不断更新，她更是不断学
开，
这就是她真实的写照。
习，及时了解掌握新冠肺炎防控最
疫情面前，她没有丝毫犹豫，用
新要求，不断优化管理办法，动态更
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普通党员和医
新 常 见 问 题 解 答 …… 工 作 千 头 万
务工作者的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和
绪，形势瞬息变化，张春香面对复杂
无私奉献的精神。
(魏铭）
的困难，她总会结合自己的专业知

出生体重只有 670 克！
“掌中宝”
即将出院
出生体重仅有 670 克，身体小到几乎可以捧在手掌上。经过医护人
员 3 个多月的救治和精心照顾，超低体重儿成成（化名）即将出院。
去年 12 月 16 日，成成在妈妈肚子里待了不到 26 周就来到了这个世
界，宝宝的突然出生让一家人猝不及防。
“孩子是不明原因早产，出生体
重仅有 670 克，身长只有 33 厘米，就比成人的手掌大点，孩子呼吸比较
差，需要气管插管上呼吸机。”
淮安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主治医师杨利
丽说。
医生介绍，早产儿出生后要经历三道关的考验：呼吸关、喂养关、感
染关，令人惊喜的是，成成的生命力极其顽强，顺利通过了每一道关口。
经过医护人员三个多月的治疗和照顾，成成的体重已经达到 2.16 公斤，
全身重要脏器的评估也达到健康标准。
“我们科救治成功的最低体重是
630 克，成成是 670 克，接近我们最低记录，目前体重已经涨到 2.16 公
斤，从早期的经鼻喂养已经到现在经口喂养，目前患儿已经脱离氧气，很
快就可以出院了。
”
杨利丽说。
医生表示，
一般在 28 周至 37 周分娩的婴儿称为早产儿，
低于 28 周分
娩的婴儿称为极不成熟儿，
属于具有高危风险的早产儿。
（刘威）

三树卫生院党支部开展
“守土有责、
守土有方”
主题党日活动
3 月 23 日，三树卫生院党支部开展“守土有责、守土有方”主题党日
活动，
全体党员参加。
党支部书记孙维维结合《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守土有责、守土有
方》给大家上了一堂党课。党课指出：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
部就是一座堡垒。越是在紧要关头、非常时期，越要充分发挥党支部战
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该院党支部毫不放松抓实抓细各项
防控工作，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同时加强工作统筹，做到疫情防
控和医疗工作
“两手抓、两不误”
。
通过此次主题党日活动，全体党员纷纷表示，在防控疫情战疫中扛
起责任，
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有方，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包素琴）

淮城卫生院护航复工复产复学
近日，淮安区淮城卫生院成立疫情防控指导组，全方位护航复工复
产复学，
切实减轻疫情带来的冲击。
该院院长肖国龙要求疫情防控指导组，本着对单位企业学校负责，
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负责的态度，全力做好复工复产复学的
疫情防控指导工作。指导组先后深入站前新村等工地企业进行疫情防
控指导，向工地企业负责人详细讲解疫情防控工作总体要求，要求必须
做到“六到位”
“四坚持”；指导开展厂区、门厅楼道、电梯、会议室、车间、
生产设施等的消杀，要求每天对重点场所、部位进行消杀，并留有记录备
查。同时，指导消杀人员如何做好个人防护工作，要求在操作时应戴口
罩、乳胶手套、防护眼镜、穿隔离衣和胶鞋，消毒剂必须在效期内使用，
使
用其他消毒器械时要按说明书进行操作等。指导组还要求工地企业学
校，
加强进出人员管理，
要求企业单位负责人全面掌握从业人员信息及其
身体状况，
对进入工地企业学校的人员和车辆一律进行排查登记，
详细做
好防控检测台账登记，做到复工复产复学和疫情防控工作
“两手抓、两不
误”
，有效推动企业学校安全有序的复工复产复学。
该院疫情防控指导组自成立以来，一直奔波在辖区内的各大企业工
地和学校之间。他们用自己的责任担当和辛苦付出，为工地企业学校安
全复工复产复学构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
（周幸泽）

你是如此美丽
——致奋斗在前线的逆行者
■丁以洲

平时没发现你是如此美丽
走进人海没有人把你注意
我理解逆行者的含义
是在生死线上看到了你
逆行者我敬佩你
逆行者我赞美你
我知道你的冲锋是天降大任的担当
我知道你的脚下是新长征的足迹
今天我发现你是如此美丽
危急关头你和生命零距离
我仰慕平凡的壮举
是在特殊战场看到了你
逆行者我感激你
逆行者我讴歌你
我知道你的汗水是人间的春雨
我知道你的身影是心中最美的花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