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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战疫中， 党员始终是冲在最前方
的。 “我们常常要求医院党员干部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在 ‘一个组织、 一个目标、 一种声
音、 一套流程、 一种责任’ 的宗旨引导下， 联
防联控， 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 而我们的
党员干部们也都是这样做的！” 湘潭市中心医院
党委书记夏红骄傲地表示， 在这场抗疫战中，
党员医护人员纷纷主动请战， 这群 “战士” 们
冲锋在前的榜样力量， 感染了整个医院。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 由于发热患者猛
增， 急诊预检分诊任务非常繁重。 医院门诊服
务中心护士长彭宁， 这个有着两年多党龄的年
轻党员， 就带着预检分诊组的 “娘子军们” 以
院为家， 牢牢地守在了第一道防线上。 由于每
天早出晚归， 门诊、 急诊、 观察区轮轴转， 彭
宁和家人一直处于隔离状态， “上次和儿子的
见面， 还是一次偶遇， 是在等红绿灯的间隙。”
彭宁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在她眼里， 目前疫情
防控就是一切， 她愿用小家的短暂离别换来更
多家庭的团圆安康。

党员刘小英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抗击疫情
志愿者， 参与临床支持工作； 其丈夫雷超奇从
大年三十起也被派驻至姜畲镇中心卫生院 24
小时值班， 参与社区和高速出口汽车消毒、 人
员排查等工作， 同时承担了对确诊患者的中医
会诊工作 。 夫妻俩在各自岗位上并肩抗击疫
情， 彼此相互鼓励。

疫情期间， 9 位省级专家指导组成员， 一
直驻扎在医院； 医院发出通知要组建第二梯队
的医护人员支援黄冈 ， 召集令一发 ， 一呼百
应。 47 岁的感染内科护士长刘红莲曾参与过甲
流、 禽流感、 H7N9 的救治工作， 这次毫不犹
豫地报名加入驰援武汉医疗队。 在出征前， 她
给在上高三的女儿写了一封家书： “作为一名
从事临床护理工作 28 年， 担任传染科护士长
14 年的主任护师， 武汉的病患更需要像我这样
的医务人员 ，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 我也有责
任、 有义务去支援他们， 去帮助他们……”

疫情就是命令， 生命重于泰山。 在市委、
市政府和市卫健委的正确领导下， 市中心医院
广大医护工作者正在以 “敬佑生命 、 救死扶
伤、 甘于奉献、 大爱无疆” 的崇高精神， 齐心
抗击疫情， 全力救治患者， 坚决打赢这场疫情
防控战， 迎来美好的明天！

———湘潭市中心医院“战疫”故事
本报记者 王璐 通讯员 沈灼非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蔓延后， 湘潭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 湘潭市中心医院作
为该市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救治机构 ， 于
1 月 21 日， 在市委、 市政府领导下迅速
成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 ，
湘潭市中心医院院长曾建平 、 党委书记
夏红任组长。

1 月 24 日， 湘潭市中心医院传染病
院区收治了首例确诊新冠肺炎患者 。 当
日， 医院即成立了抗击新冠肺炎紧急医疗
队， 启动了应急机制， 并且结合国家卫健
委的指南， 医疗队迅速会诊， 讨论和制定
治疗方案， 对患者进行隔离治疗。

从 1 月 24 日开始， 该院每天都会召
开新冠肺炎防治专题会， 研究部署新冠肺
炎的预防 、 控制 、 治疗 、 物资保障等工
作。 同时， 在全院范围内开展疫情防控和
救治知识分级培训； 医院作为湘潭市院感
质控中心， 还按照市卫健委安排， 针对全
市其他医疗机构开展培训。

“患者的无序流动， 是造成疫情扩散
的最关键问题， 必须制定出有效的诊治流
程， 杜绝院内感染。” 在新冠肺炎防控部
署会上， 曾建平院长做出了指示， 他亲自
带领着救治小组的成员们， 一遍一遍地实
地考察， 反复修改， 不断优化出缜密的诊
治流程。

医院一方面通过通过疾病宣教及引导
标识 ， 引导来院人员做好自我防护 ， 安
全、 快速地就诊及咨询； 一方面通过诊疗
空间和流程改造区分普通患者与发热患
者； 对排查出来的疑似高危或确诊患者，
用负压救护车立即转运至传染病院区隔离
治疗， 从而在主院区最大限度实现普通就
诊与疫情零交叉、 零感染。

�������传染病院区主任方志雄， 从 1
月 23 日开始， 就一直率队驻扎在
单位。 作为最亲密接触患者、 也是
最清楚病情发展的医务人员， 他需
要每天汇报患者情况， 接收并实施
医院、 市级、 省级三级专家组的治
疗方案。 上午 9 点， 工作碰头调度
会； 下午 4 点， 全市病例报告分析
会； 下午 5 点， 省级重型、 危重型
病例报告会 。 这是方志雄每天的
“固定动作”。 若遇到紧急情况， 各
级专家组还会临时会商， 针对病情
随时调整治疗方案。 在方志雄看来，
医院、 市、 省三级专家组指导和多
部门协作， 对危重患者做到 “一人
一方案， 一日一评估”， 确保医护人
员 24 小时值守， 是湘潭救治新冠
肺炎患者最有效有力的一项举措。

新冠肺炎病情变化凶险、 感染性
强， 一些危重症治疗难度大。 传染病

院区共 6 名医生、 12 名护士， 全员
参与到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为
了应对越来越多的疑似和确诊病例，
医院本部分批次调入 18 名医生和
16名护士支援该院区， 共同奋战。

他们当中， 有呼吸与危重症专
科蒋明彦主任团队， SICU 的贺喜
强主任团队 ， 急诊科朱云龙副主
任、 苏洪浪副护士长， 内分泌科李
国华主任团队等， 他们一直驻守传
染病院区， 协助危重症患者的抢救
与治疗。 他们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
服和隔离衣等， 几个小时不能喝水
不能上厕所， 汗水浸透了衣背， 手
套勒红了手臂； 有些护士因长时间
佩戴口罩， 致使面颊长出一串水泡
……但是正是这些医护人员克服困
难、 不畏风险的 “逆行”， 才有了
越来越多的新冠肺炎患者病情好转
直至痊愈出院。

������新冠肺炎由于没有特效药 ，
危重症患者的治疗成为最棘手的
问题 。 方志雄主任团队针对每个
危重症患者建立了微信救治群 ，
成员包括院长 、 省级指导专家 、
职能科室负责人 、 传染病院区医
护人员等 。 隔离病房值守的医护
人员会及时把患者检查检验结果、
病情监测视频等情况发至群里 ，
群里专家可以 24 小时动态了解患
者疾病情况和救治效果 ， 救治专
家们会根据病情调整救治策略 ，
为患者的抢救赢得了时间。

为了确保新冠肺炎患者 “零死
亡”， 湘潭市中心医院专家们根据
国家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
疗方案》 和患者的实际情况不断调
整和优化治疗方案。 建立了新冠肺
炎中医药参与防治机制以及中西医
会诊制度， 让中医专家同临床专家
并肩作战、 协同抗 “疫”， 同时积
极探索各类治疗手段。 2 月 23 日、
2 月 27 日分别有 2 例危重症者出
院， 他们一度病情危重， 在使用了

“恢复期血浆治疗法” 后， 顺利康
复， 这 “救命” 的血浆， 来自曾在
这里治疗的新冠肺炎康复者， 也是
湖南省首例捐献血浆的新冠肺炎康
复者； 2 月 25 日， 危重症患者杨
某治愈出院， 他是该院在全省率先
采取了干细胞治疗的方法后， 顺利
康复的患者。

“我们的治疗不仅仅是身体上
的 ， 心理治疗也是战 ‘疫 ’ 关
键。” 疫情爆发后， 传染病院区医
生 、 护士每日床旁查房 ， 在生活
和心理上给患者以及时地照顾和
呵护 。 “很多患者最开始很不愿
意配合 ， 需要我们耐心地跟他们
打成一片 ， 他们才会慢慢敞开心
扉。” 方志雄说。 许多患者刚入院
时，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焦虑、
烦躁 ， 不配合医院的治疗 ， 医护
人员在治疗的同时予以心理疏导，
用爱化作一剂 “强心针 ” 与疫情
展开一场 “心理战 ”， 心态阳光 ，
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也成为 “零死
亡” 战绩背后的 “秘密武器”。

“硬核”武器实现“软着陆”

“零死亡”交出最佳战绩

“胸有成竹”应对首个确诊患者
“榜样”是抗疫的中流砥柱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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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中心医院不但是湘潭市新冠肺
炎定点收治医院， 也是唯一的危重型传染
病定点收治机构， 因此市内其他医疗机构
的新冠肺炎危重患者， 也被统一转到了市
中心医院传染病院区， 这里， 也是湘潭版
的 “小汤山”。

湘潭市中心医院传染病院区于 2003
年非典 （SARS） 时期建成， 严格按照传
染病房标准化设计， 共有 5 层楼， 采取双
走廊双通道 ， 分别供患者和医务人员专
用， 病房有双门密闭式传递窗， 配有负压
层流空气净化设施及各种先进诊疗仪器。

对入院的疑似或确诊患者， 传染病院
区实行单间收治， 每间病房都配备了电视
机、 无线网络， 保障通讯正常； 生活上患
者的饮食中有新鲜蔬菜、 24 小时供应热
水， 尽量使患者的治疗安心、 舒心、 暖心。

“硬核武器” 的背后， 却是医护人员柔
软暖心的坚守和付出， 他们用 “软着陆”
将 “刚柔并济” 的治疗发挥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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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专家会诊

院领导带队优化流程

医院首批出征湖北黄冈的医疗队队员出发前合影

��������3 月 5 日上午 9 点， 湘潭市第 36 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在位于北二
环线的湘潭市中心医院传染病院区治愈出院。 至此， 该市已确诊的 36 例
新冠肺炎患者全部治愈出院， 所有密切接触者全部解除隔离。 截至目前，
湘潭市新冠肺炎治愈率 100%， 患者零死亡、 医护人员零感染。

患者治愈、 医务人员无感染的背后， 是每一位抗疫战士的努力和汗
水。 湘潭市中心医院作为该市抗疫“中心”， 骁勇善战的白衣战队狠狠还
击疫魔， 成为了湘潭人民心中的“小汤山”。

湘潭人民心中的小 汤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