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又有12名确诊患者治愈出院
其中长沙4名患者康复，全省累计治愈34人 长沙摸索出独立治疗方案，“效果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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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
心（长沙市第一医院北院）为
我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救治
省级唯一、 市级定点医院，及
时收治长沙及周边所有的确
诊病例。

“救治中心共有8个病区，
300张床位。目前，启用了5个
隔离病房。”刘激扬院长介绍，
按照市委市政府和长沙市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挥部
的部署，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
中心已经完成了整体改造和
修缮。修缮改造后，解决了救
治中心水电气和网络问题，提
升污水处理能力，增加医疗服
务用房，改善医疗条件，全面
提升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的医疗能力和水平。

为了更好救治患者，在提
升硬件的同时，中心已抽调省

市级呼吸、重症专业专家及医
院参加过 SARS、甲流、禽流
感、埃博拉出血热治疗及援非
经历的感染、重症、急诊专业
的医护人员组成最精干最有
经验的治疗团队，此外还与中
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联合组织
成立高级专家组和现场专家
组，对患者进行全力救治。

医院结合实际摸索出一
套独立的治疗方案，包括抗病
毒、免疫支持、营养支持、心理
干预等综合施治， 目前来看，
效果非常好。例如成立专门的
心理关怀小组， 开通4部关怀
热线电话，与湘雅二医院建立
心理专线，对病人和医护人员
进行心理疏导和安慰。

“这次有4名治愈病例出
院，这给了我们医护人员极大
的信心。”刘激扬说。

本报2月4日讯 “集合完毕，
现在出征， 等你们胜利凯旋！”今
日上午8点，随着中南大学湘雅二
医院院长周智广一声令下， 该院
10台各式医学救援车辆集结完
毕， 满载42名队员和救援设备、
药械， 向350公里之外的武汉紧
急驰援。

“今天， 湘雅二医院英雄的儿
女们出征了，你们既是国家紧急医
学救援队的成员，也是我们湘雅二
医院的子弟兵！医院是大家的坚强
后盾！” 湘雅二医院党委书记罗爱
静向出征的队员们“深情告白”。

她介绍，此次出征有21名党
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希望共产
党员冲锋在先， 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祝愿大家平安、胜利凯旋。

紧急医学救援队队长、 副院
长徐军美代表全体队员们表态，
一定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
策，抗战必胜，保证完成任务。

据悉，2月2日， 中南大学湘
雅二医院接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办
公厅下发文件， 要求该院国家紧

急医学救援队处于待命状态，做
好随时派出的准备。

2月3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
于派出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的通
知文件正式下达，1个小时后，医
院迅速集结完成由徐军美副院长
任队长， 社会事务部汪洋副主任
和护理部张慧琳副主任任副队
长，包括42名队员的队伍，其中医
生12人，护士11人，药、技6人，司
机及工程技术人员13人， 医院针
对性地开展了出征队员的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个人防护和安全
工作防控培训。 此次10台车辆包
括指挥车、药品器械车、生活保障
车、能源保障车、运兵车、检验车、
门诊车、手术车、方舱车、医技车，
可独立实现野外检查、手术，全部
出动相当于一家小型医院， 还有
“野战医院”之称。

到目前为止， 中南大学湘雅
二医院已派出了五批队伍共计86
人参与投入到抗击新型肺炎疫情
战斗的第一线。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赵丽萍

记者2月4日从湖南衡阳市委
宣传部获悉，2月3日，衡山县东湖
镇马迹卫生院药师宋英杰在抗疫
一线突发心源性猝死，年仅28岁。

据了解，宋英杰，男，1992年
11月出生，衡山县开云镇人，东湖
镇马迹卫生院药剂组副组长，主
持药剂组全面工作。2020年1月
25日（农历正月初一）起，宋英杰
加入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岳临高速东湖高速路口收
费站体温检测排查团队，2月3日
零点值班交接后回到宿舍猝死。
相关后续工作正在进行中。

■据新华社

4日上午9时，株洲市中心医院
治疗的一名4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确诊患者救治情况良好，符
合相关标准，治愈出院。这是株洲
目前治愈出院的最小患者。

同样在4日上午9时，邵东市首
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在邵东市人民医院治愈出院。

4日上午10点多，常德首批3名
新冠肺炎感染患者经过多天治
疗，痊愈出院。

4日，怀化市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救治工作再传捷报：该
市首例重型确诊患者经多天治疗，
从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痊
愈出院。这也是该市第二例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出院病人。

4日下午5时， 湘乡市首例确
诊患者杨某某治愈出院。

4日，娄底市中心医院患者朱
某某治愈出院。

2月4日，长沙阳光灿烂，彭先生的心情就如同这天
气。这天上午，他和另外3名患者一起，终于走出了长沙
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长沙市第一医院北院）。这是我
省人数最多的一次集体出院。至此，我省已经有34名确
诊患者治愈出院。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黄配

彭先生是怎么被感染的？
因为有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暴
露史。他是一名厨师，在武汉
从事餐饮行业，与这个“疫源
地”市场有接触。

还在武汉的时候，彭先生
就有一点咳嗽， 发烧。1月21
日，他回到长沙，之后症状不
断加重。

“那时候还不知道有这
个新型冠状病毒， 也没想到
会这样严重。”4天之后，彭先
生来到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就
诊， 告知医护人员自己之前
的行踪后， 当天就被转到了

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治
疗。

在救治的过程中，彭先生
病情加重， 病灶不断增多，甚
至一度出现呼吸衰竭， 属于
重症病例， 距离危重症仅一
步之遥。

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
心多名专家进行会诊，探讨病
情，为彭先生制定了专属的治
疗方案。 经过专家们的努力，
彭先生病情逐渐好转，先后经
过2次间隔24小时的核酸检测
试验，且结果都为阴性，可以
出院了。

【经历】 武汉当厨师，回长沙后被确诊

“今天出院的病例都有明
显的武汉接触史。” 长沙市第
一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长
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隔离
病房总负责人周志国介绍，陈
先生和沈女士是一对夫妻，原
本是在武汉经营公司，1月18
日回长沙探亲，出现了相关症
状，1月24日转到长沙市公共
卫生救治中心治疗。

还有一名病例周先生，曾
经去武汉参加聚会，被感染了
新型冠状病毒。

“虽然病情一度很重，但

我有信心，相信我们湖南的医
生。”彭先生表示，出院后自己
心情很激动，也想快点见到家
人。 他也想对其他病人说，病
毒没那么可怕，只要配合医生
治疗，用好心态去迎战。

“我怕过， 但医生多次安
慰我， 不用怕。” 周先生也表
示， 治疗时的心态非常重要，
要有信心。

长沙市第一医院院长刘
激扬表示， 这4名病例已经完
全康复，可以回家，居家保护
自己。

【体会】“不用怕”，信心很重要

【治疗】 摸索出独立的治疗方案，效果好

同日6地8患者相继出院

衡山一“90后”
药师抗疫一线猝死

10台车42名队员
“野战医院”驰援武汉
湘雅二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出征

夜里， 接到医院国家紧急医
学救援队出征武汉的通知。 我迅
速整理行装，参加集中培训，讨论
出征事宜……凌晨1点多，我回到
家，先生已在沙发等候我多时，而
女儿已熟睡。

出征在即， 才想起有很多事
还没交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
因祸福避趋之”， 我虽然也为人
女，为人妻，为人母，但我亦是祖
国母亲的女儿！ 因此只要祖国母
亲需要我，我一定会热切呼应！

此时此刻， 我有太多的话想
对父母、先生和女儿说。

“爸，妈，我跟先生一起请战
去前线，只觉得疫情严重，在党和
人民最需要的时候， 我们应当尽
自己的一份力量。 组织派我随应
急救援队出征，先生守后方。这样
很好， 他可以照顾你们， 照顾女
儿， 让我没有后顾之忧……你们
放心，我坚信，我们一定能打赢这
场战斗。” ■湘雅二医院护理部
张慧琳（李琪摘）

我是祖国母亲的女儿
若招之，必能战出征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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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上午，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4名确诊病例集体出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