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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新田
中医先行

主办新田县中医医院

������本报讯 （通讯员 邵红 吴勇
军） 3 月 10 日， 笔者从常德市
临澧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了解到， 临澧县委、 县政府出台
新政， 对防控一线医务人员的关
心关爱细化实化， 把温暖送到每
位一线医务人员心里。

待遇实现“三提高” 提高
政治待遇， 一线医务人员晋升高
级职称实行加分， 中初级考试合
格直接聘用， 不受单位岗位设置
限制； 2020 年单列核定一线医
务人员年度考核 30%优秀等次。
提高经济待遇， 及时发放临时性
工作补贴 166.69 万元 ； 县定点
救治医院的医务人员按一类标准
享受每人每天 9 元的卫生防疫津
贴； 享受一次性绩效工资 1000

元 （一类一档人员 ） 、 500 元
（一类二档人员）。 提高社会待
遇， 在今年全县医疗卫生事业单
位护理人员招聘时， 年龄放宽 2
岁； 在县级医院进编和备案制管
理中， 2 年内同等条件下优先；
优先安排公租房， 年内购房优惠
减免个人所缴契税。

生活实现“三关心” 关心
个 人 生 活 ， 为 卫 生 医 疗 系 统
1829 人提供一份定制商业保险
（含乡村医生）， 并免费进行核酸
检测和健康体检 。 关心子女生
活， 一线医务人员子女就读幼儿
园、 小学、 初中享有优先权； 子
女今年高校毕业的， 提供一对一
就业创业指导和服务， 优先推送
岗位需求信息， 家庭困难的优先

给予求职创业补贴。 关心家庭生
活， 为一线医务人员家庭赠发健
康体检卡、 电话充值卡等； 一线
医务人员家庭中高龄老人、 未成
年子女需要照顾的 ， 街道 （社
区） 安排对口帮扶服务。

工作实现“三保障” 保障
外部治安 ， 公安部门在发热门
诊、 集中隔离点等设立警务岗，
加强周边联防联控， 维护医疗环
境安全； 保障内部防护， 一线医
务人员优先保障防护服、 眼罩、
口罩， 确保防护物资需求； 保障
轮班休息， 明确县里一家宾馆为
县定点救治医院的医务人员轮班
休息、 隔离医学观察场所， 落实
人员轮休。

关心关爱防控一线医务人员
常德临澧：

�������本报讯 (通讯员 何丽英 )
“新冠肺炎患者主要临床表现有
哪些?” “发热、 干咳、 乏力。”
“七步洗手法的口诀是什么 ？ ”
“内外夹弓大立腕。” 组长刚读完
题目， 耳聪手快的组员便已抢答
完毕。 这是永州市新田县中医医

院庆祝 “三八妇女节” 新冠肺炎
相关知识抢答赛活动现场的一
幕。

阳春三月， 春风送暖。 3 月
6 日， 新田县中医医院结合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实际， 以 “同
心抗 ‘疫’ 健康相伴” 为主题
开展 “三八妇女节” 庆祝活动。
活动以科室为单位分成 18 个组，
各组成员在不同场所完成 “新冠
肺炎相关知识抢答赛”、 “穿脱
隔离衣” 和 “七步洗手法” 操作
演练 3 项内容。 其中 “知识抢答

赛” 在各组内进行比赛， 每组前
3 名分别给予奖励， 其余两项操
作组员按规范完成演练。

目前， 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呈
现了较好的态势， 但是， 疫情防
控形势依然严峻。 为提高医院职
工的警惕性， 该院结合时政， 寓
学于乐开展节庆活动， 让职工度
过了一个难忘而有意义的节日。
大家纷纷表示， 今后将以更积极
乐观的心态投入工作， 为医院的
疫情防控和健康发展贡献自己的
力量。

������本报讯 (通讯员 黎德华 周
琼) 3 月 6 日， 娄底市新化县首
例新冠肺炎患者杨先生一家在康
复出院并隔离 14 天后， 在该县
槎溪镇党委书记付小兵、 村主任
杨文等的陪同下， 来到新化县人
民医院， 将饱含深情的 4 面锦旗
及感谢信送到县人民医院党总支
书记黄智勇、 副院长贾文勇、 院
长助理姜孝前及感染科主任邹同

祥、 护士长康二春等手中， 表达
对医院深深的感激之情。

杨先生长年在武汉经商， 今
年 1 月 20 日回乡过年， 1 月 21
日他与姐夫杨泽村、 姐姐杨秋娥
因发热、 咳嗽、 乏力等症状来到
新化县人民医院感染科就诊， 于
1 月 24 日被确诊为新冠肺炎 。
入院后 ， 在隔离病区内 ， 邹同
祥、 康二春等医护人员对他们精
心的治疗、 细致的护理及无微不
至的关怀， 极大地缓解了他们焦
虑不安的情绪。

杨先生说道： “1 月 21 日
到 24 日， 从疑似到确诊， 这个

过程特别让人揪心 ， 就像在等
待一纸 ‘判决书’， 当时的我们
是那么的恐惧、 紧张以及烦躁。
由于心态的问题 ， 我们的症状
持续加重， 连翻身都没力气了，
感觉自己好像挺不过去一样 。
邹同祥主任等医生 、 护士知道
情况后 ， 立即对我们进行了心
理疏导 ， 安慰我们 ， 并细致地
讲解了治疗过程及配合治疗的
注意事项 ， 他们的问候和关怀
极大地鼓舞了我们 ， 帮助我们
树立了战胜疾病的信心 ， 增强
了战胜病魔的决心 ， 我们特别
感谢新化县人民医院。”

������她是一位医务工作者， 是科里的护士
长， 也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 有着不怕
苦不怕累的精神， 报效祖国于危难之时，
解救百姓于病痛之中！ 她就是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乳甲外科护士长———
张帆。

自 2000 年从事护理工作起， 20 年以
来， 她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 对患者服务
意识强， 业务水平高， 得到患者及家属、
领导与同事的好评。

张帆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两个孩
子， 一个 14 岁， 另一个才 2 岁多， 处于
不惑之年的她， 承担着赡养老人的责任，
肩上的担子沉甸甸。 2011 年， 乳甲外科
成立， 作为科室护士长， 她从零开始， 对
于份内的事情， 对于本职工作， 她都是亲
力亲为、 加班加点。 对于任何医院要求的
操作， 她都会反复练习， 总结经验， 最后
和大家分享， 指导关键的步骤， 无论科室
同事操作练习到多晚， 她会一直陪伴着。

在当前疫情形势严峻的今天， 她主动
请战， 不顾自身安危， 偷偷写下了请战
书。 2 月 19 日， 接到院里紧急通知， 需
要第二批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 她没有告
诉科里的同事们， 自己偷偷地去请战了。

疫情就是命令， 防疫就是责任！ 正
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在这个关键时刻
请战支援武汉一线， 她坚定信念： 打赢疫
情防控战， 不负韶华， 不辱使命！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普三
科 熊寅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例新
冠肺炎治愈患者邱女士， 得知康复
患者的血浆有助于新冠肺炎的治
疗， 在观察期结束后主动联系医院
表达了血浆捐献意愿。 图为 3 月 3
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血站工
作人员在龙山县兴隆街道双龙桥村
家中为龙女士采集血样。

通讯员 田华 杜代健 摄影报道

康复患者主动捐献血浆

战疫日记 （五）

������本报讯 （通讯员 舒晓东 罗兵) 3 月 6
日， 怀化市溆浦县桥江镇独石村 5 组建
档立卡贫困户陈清桂的家中， 来了一群
“客人”， 他们是桥江镇中心卫生院 “健
康服务小分队” 的成员。 在陈清桂家中，
他们宣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 解答
疑惑， 并为其量体温、 测血压， 开展了
常规体检， 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这位 63 岁的老人家， 看到 “健康服
务小分队” 服务这么全面， 发自内心地
说： “你们的到来， 让我对疫病不再恐
慌， 你们的服务我真的很满意!” 这是溆
浦县正在开展的 “健康服务小分队” 进
乡村的一个生动镜头。

溆浦是怀化市人口大县， 人口近百
万。 溆浦县委、 县政府为夺取疫情防控
和脱贫攻坚双战双胜， 结合县情， 以疫
情防控为切入， 在全县组织成立了 120
多个健康服务小分队， 由乡镇党委副书
记任队长、 镇中心卫生院院长任常务副
队长， 组织相关医务人员、 乡村医生等，
深入乡村及广大贫困户家中， 一边开展
疫情防控， 一边开展健康扶贫。

健康服务小分队的到来， 让广大乡
村热闹起来。 健康服务小分队根据辖区
实际， 跟踪监测新冠肺炎治愈出院人员、
定点医院发热留观出院人员、 解除集中
隔离人员的健康状况， 负责近期外来人
员体温检测 ， 承担村 (居 ) 群众健康服
务， 并开展健康扶贫工作。

主办

爱护健康
用“心”开始

战疫日记 （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