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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董昉） 3 月 23 日， 春日的
阳光透过窗户， 洒进娄底市中心医院产科病房
里， 今年 31 岁的新化县产妇王静 （化名） 躺在
病床上， 出生 5 天的女儿因低血糖住进了新生
儿科， 目前情况很好， 家人等待康复出院。

5 天前， 在娄底市中心医院产科、 麻醉科
的通力协作和精心医治下， 153 千克的王静顺
利产下一名 4 千克重的女婴。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湘兵 刘
伦 罗邵陵) 3 月 18 日 ， 33 岁
的邵东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
务中心廖伟民， 从定点酒店隔
离 14 天后回到办公室上班 。
原来， 作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的主战场， 邵东市人民医
院设立 3 个发热门诊， 收治全
市疑似、 确诊病人， 廖伟民主
动请战当志愿者， 被安排到发
热门诊坐诊。

自进发热门诊的那天起 ，
廖伟民就没有回家， 除了每天
繁重的工作要加班， 还须自我
隔离 。 上班穿着厚厚的防护

服， 戴着护目镜， 不能按时吃
饭喝水， 也不方便上厕所。 平
均一天要接诊 100 多个发热病
人， 喉咙嘶哑， 衣服湿透， 晚
上回到宾馆筋疲力尽。

廖伟民的妻子是邵东市人
民医院 B 超医生， 虽然没有在
一线抗 “疫”， 但她支持丈夫
去当志愿者到一线战 “疫 ” 。
从 1 月 26 日开始到 2 月 29 日
撤离， 廖伟民 35 天时间一直
坚守在发热门诊， 把好疫情防
控第一道防线。

2 月 2 日， 一名 40 来岁的
男子， 既有发热咳嗽症状， 又

有武汉返乡人员接触史。 廖伟
民询问了他的病情并给他开具
好检查单 。 男子问检查费多
少 ， 廖伟民告诉他 300 元左
右。 他立马说没钱， 这是普通
感冒， 医生小题大做， 要交钱
不检查了。 廖伟民耐心地对他
说： “你这种情况肯定要做检
查， 如果只是普通感冒， 对自
己与家人都是好事。 至于家庭
困难， 我可以帮你向领导反映
给予减免费用。”

随后， 廖伟民立即向领导
打电话。 此病人觉得廖伟民人
好， 便爽快地把费用交清。

������本报讯 (通迅员 张治国 王秋贤) “李医
生， 我这两天血压偏高、 头晕脑胀， 胳膊有点
发麻， 你们有时间过来看看吗？” “李医生，
我的药快吃完了， 辛苦帮我带几盒回来……”
3 月 17 日， 娄底涟源市渡头塘镇家庭医生李
立军医生带着群众的就医需求， 对他们进行了
逐一走访。

疫情防控期间， 渡头塘镇卫生院组建由全
科医生、 护士、 公卫人员、 乡村医生组成的 6
支家庭医生服务团队， 在做好对密切接触者居
家医学观察、 体温监测、 动态管理的同时， 利
用微信群及时推送疫情防控和健康教育信息，
为辖区群众科普核心防控知识， 对老年人、 慢
性病患者等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 通过电话、
微信等方式提供控制饮食、 合理膳食、 适量运
动等个性化健康指导。

同时， 为签约居民进行健康体检评估， 免
费测血压、 血糖， 并根据实际情况对血压、 血
糖控制不满意的居民提出健康指导意见， 约定
复查时间， 并重点宣讲了疫情防控的相关知识。

亲爱的儿子：
见字如面， 你最近还好吗？ 时间过得真快

呀， 转眼间， 妈妈来到武汉已经 30 天了。
你来到这个世界已经 13 年了， 我们还是

第一次分开这么久， 你可习惯了妈妈不在身边
的日子？ 妈妈无时不刻都在牵挂着你。 过两天
就是你 13 岁的生日了， 我家的小男子汉又成
长了， 但妈妈很遗憾， 不能陪伴你过生日， 蛋
糕等我回来补上， 好吗？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 全国人民都
在奋力抗战疫情。 身为医护人员， 疫情时时刻
刻牵动着妈妈的心。 生命重于泰山， 疫情就是
命令， 能成为湖南省支援武汉第五批医疗队的
队员， 能来到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工作， 妈妈感
到无比的骄傲。 妈妈铭记自己身上的责任， 努
力认真工作， 尽可能地为病人提供更好的护
理， 通过我们医疗队的付出， 现在科室每天都
有病人治愈出院， 看着一张张治愈的笑脸， 大
家付出再多的努力、 汗水都是值得的。

你是真的长大了。 还记得出发前的一个晚
上， 妈妈问你： “儿子， 妈妈明天要去一线抗
战疫情了。” 你突然抬起头说： “去武汉吗？
妈妈你不怕感染吗？ 好危险的。” 可是， 过了
2 分钟， 你又说： “妈妈你去吧， 武汉比我更
需要你！” 听了这一番话我泪如雨下， 很感
动， 同时也很欣慰， 我的儿子懂事了。

现在你已经学会了怎么戴口罩， 怎么洗
手， 学会了简单的防控知识。 眼看你就要过 13
岁的生日了， 请原谅我不能陪你一起过生日，
但是请相信妈妈一定会保护好自己， 就像你也
会保护好自己一样， 妈妈一定会平安归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医院 马丽君

������3 月 22 日， 邵阳市洞口县
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治医师尹
晖， 随同邵阳市支援湖北医疗
队员乘车平安回到邵阳市， 在
定点酒店进行为期 14 天的集
中隔离休养。

2 月 22 日， 尹晖 “逆” 行
出征， 是洞口县唯一被湖南省
卫健委选派参加湖南省第四批
支援湖北医疗队的医生， 奔赴
黄冈市， 成为大别山区域医疗
中心湖南重症 ICU 分队的一
员。

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重症

医学科集中了黄冈地区的重型
病例。 尹晖所在的科室开展了
重症医学领域的高精尖技术，
以精湛的医术挽救了一个个鲜
活的生命。 如成功实施了黄冈
史上第一例 ECMO 技术和第一
例清醒 ECMO 支持下经支气管
镜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

尹晖和他的队友们还无微
不至地关心病人， 给病人以心
理上的支撑。 尹晖在日记里写
道， 医护人员倾尽全力救治每
一位病人。 他们穿着厚重的防
护服， 给病人翻身拍背、 吸痰，

洗手擦身、 清理大小便， 省下
自己的口粮送到病人手中。 他
们为病人送去崭新的棉衣、 蒸
熟的苹果、 热腾腾的营养粥。
他们耐心为焦虑的病人进行心
理疏导， 陪恐惧的病人促膝长
谈。 他们紧紧握住病人的手，
说： “别怕， 有我们在！”

尹晖和队友们完成了 49
名新冠肺炎危、 重症患者的救
治。 尹晖和队友们荣获黄冈市
政府授予的 “荣誉市民 ” 称
号。

通讯员 唐可省 刘晓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
讯员 鲁超群） 3 月 20 日 ， 湖
南省卫生健康委举行援外医疗
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远程培训
会议。 湖南省新冠肺炎医疗救
治、 医院感染管理、 疫情防控
专家胡成平、 任南、 刘富强三
位教授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相
关指南， 并结合自身在新冠肺
炎防控救治工作中的实战经验
与体会， 分别介绍了 《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七版)》、 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医院感染防控、 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形
势与防控。

日前， 新冠肺炎已在全球
范围流行 ， 并呈愈演愈烈之
势。 湖南省对口援助的津巴布

韦已经报告了确诊病例， 与其
毗邻的南非已进入紧急状态；
塞拉利昂邻近国家已出现确诊
病例或疑似病例。 根据国家卫
生健康委相关要求和湖南省卫
生健康委部署安排， 指导湖南
省第 17 批援津巴布韦医疗队
和第 21 批援塞拉利昂医疗队
切实做好自身防护 ， 科学理
性、 因地制宜地参与、 协助受
援国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培训会议强调， 我国在较
短时间内遏制住了疫情， 已经
积累了丰富的防控经验， 有责
任也有义务指导世界各国、 特
别是湖南省对口支援国家有效
防控， 通过更多形式加强培训
交流， 同舟共济， 共渡难关。
根据津巴布韦和塞拉利昂两国

的实际情况， 提前行动， 早做
准备。 要坚持 “四早 ”、 “四
集中” 原则， 即早发现、 早报
告、 早诊断、 早隔离和集中患
者、 集中专家、 集中资源、 集
中救治 ， 做好防控和救治工
作。 同时， 防控和救治各项工
作要精准， 根据疫情防控的不
同特点因地制宜、 对症下药，
让疫情防控工作不断精准化、
精细化。 提前做好预案， 在保
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 医疗队
要指导帮助津巴布韦、 塞拉利
昂两国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湖南省第 17 批援津巴布韦
医疗队和第 21 批援塞拉利昂医
疗队全体队员， 委国际处、 国
际交流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分别
在远程连线两端参加培训。

援外医疗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湖南远程培训

线市州连

��������连日来， 张家界市慈利
县在确保当地企业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同时， 出台多项优
惠政策， 促进企业复工复产。
图为 3 月 23 日该县疫情防控
指导组负责人在辖区企业指
导防疫和复工复产。

通讯员 王健 摄影报道

指导防疫和复工复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