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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飘扬
成立抗疫医疗队临时党支部
为充分发挥党员在疫情防控工

作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
用， 医院火线成立了抗击疫情医疗
队临时党支部， 从各科室抽调骨干
力量共 13 人组成抗疫医疗队前往益
阳市第四人民医院进行支援。 医院
成立临时党支部就是要发挥党员模
范作用， 激励所有医疗队成员坚决
把思想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 省委、 市委
决策部署上来，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2 月 3 日， 医疗队成员来不及整
顿行李， 稍作休息， 就在定点医院
相关负责人的带领下前往病区， 投
入战斗。 支部虽临时成立， 但是党
心不临时、 作用不临时， 本次成立
的抗疫医疗队临时党支部秉承着
“让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飘扬， 让党
徽在疫情防控一线闪光” 原则， 把
疫情防控作为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 的重要实践 ， 带头攻坚克难 、
冲锋在前是对党性最好诠释。

大年三十，奔波在疫情防控路上
“爸爸， 你要注意安全， 做好防

护， 一定要平安!” 这是益阳市中心
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刘文
广 9 岁女儿对爸爸的叮嘱， 自新冠
肺炎疫情蔓延以来， 刘文广作为一
名 12 年党龄老党员， 作为医院内科
第三党支部支部书记， 关键时刻充

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 不仅承
担了院内疑似病例会诊与救治工作，
积极加入市级医疗救治专家组， 驻
守定点医院对重型、 危重型患者进
行医疗救治指导， 同时作为益阳市
新冠肺炎市级医疗救治专家组 （安
化县组） 组长， 负责指导责任片区
内可疑的疑似病例诊断、 治疗及疫
情防控工作。 大年三十晚上和初一，
刘文广还分别赶赴沅江、 南县， 参
与指导当地定点医院的防治工作 。
大年初四晚上， 刘文广参加完医院
急会诊已经凌晨四点多， 稍微休息
一下， 初五早上八点他准时出现在
门诊。 面对超负荷工作， 刘文广已
经学会了如何有效让自己休息， 他
会选择间断式休息， 尽可能让自己
以最佳状态投入到一线工作中。

舍小家为大家，坚守疫情防控一线

在益阳市中心医院， 同样奔波
在疫情防控最前线的还有感染科主
任邓辉。 大年初二晚上 10 点， 邓辉
才离开医院驱车回家， 身为益阳市
中心医院感染科主任， 他在这场抗
击新冠肺炎战役中， 是首当其冲的
一线战士。

自从全国打响防控战开始， 从全
院防治知识培训、 科内院感知识培
训， 到不断补充的支援人员培训上
岗， 邓辉都是亲自参与。 每天晚上 8
点， 医院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都要碰头， 汇总一天的防控情况， 同
时调整部署第二天的工作任务。

而此前， 邓辉已经在发热门诊连
续工作了 4 个小时， 期间不敢喝水、
不敢上厕所， 穿着防护服， 戴着口
罩、 面罩太闷热， 一天下来会呼吸不
畅、 全身湿透。 发热门诊 24 小时开
放， 事无巨细， 都需要邓辉亲自安
排， 既要确保就诊患者不会交叉感
染， 又要保证科室医护人员的安全。
同时， 一旦医院出现疑似病例， 邓辉
就要参与全院会诊。 春节期间， 受市
卫健委指派， 邓辉还赶往南县、 沅
江， 参与对确诊病人的救治， 指导区
县医院开展防护工作。

一样的信仰，一样的选择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面对来势凶猛的新冠肺炎， 正在休
假的益阳市中心医院感染科护士卜
晴主动取消休假， 与孩子隔离， 义
无反顾的投入到抗疫第一线。 卜晴
还主动跟护士长请缨， 拟订发热门
诊工作流程， 参与物资筹备， 协助
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并进行操作示范，
为发热门诊患者采血。

肿瘤科医生陈恭让接到通知成
为医院应急小组成员那一刻， 他丝
毫未迟疑。 应急小组成员只要有需
要， 15 分钟内必须到达医院。 陈恭
让在整个春节期间一直保持手机 24
小时通畅， 随时准备 “战斗”。

急诊科人员紧张， 能轮休的时
间本不多， 但刘奕涵、 谢姝这两名
护士主动放弃轮休向护士长提出 ：
“盛老师， 科室如果忙， 我们可以继

续上班。”
急诊导诊护士平璇主要负责发

热病人预检分诊， 有时也会遇到不
理解、 无理取闹的患者， 平璇都是
擦干眼泪， 继续工作。

“就是回到家里 ， 心里也不踏
实， 只有跟同事们战斗在一起， 我
才能坦然。” 益阳市中心医院吴小
林医生说， 自己提前结束产假投入
工作， 为了家人与年幼孩子安全着
想， 自我隔离在外居住。

老年老干科医生蔡娟推迟和未
婚夫赵剑光的婚期， 毅然投入疫情
防控阻击战。

为了更好工作， 神经内科护士
长贺朝里选择自己一个人单独住在
市区。 大年三十， 科里发现疑似病
例， 在科室五位同事暂时被隔离的
情况下， 她合理安排好工作， 冒着
被感染的风险， 自己顶在一线， 保
证病人得到及时的治疗， 并随时保
证病情及时汇总上报， 时刻关注和
保护医护人员不受病毒感染。

一个是白衣天使， 一个是村干
部， 泌尿外科护士龙霞飞和他父亲虽
然职业不同， 岗位不同， 但面对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一样的信仰让
他们不约而同坚守在抗疫最前线。

目前， 疫情仍在持续， 益阳市
中心医院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投入
到防治第一线， 因为这份职业的使
命感 ， 他们毫不退缩 ， 始终坚守 ，
只待春暖花开！

本报通讯员 陈桃花

全力以赴 奋战防控疫情一线
———益阳市中心医院医护工作者们的抗“疫”故事

随着新冠肺炎防控形势的发展， 作为益阳市唯一的三级甲等综合
医院， 益阳市中心医院迅速行动， 发热门诊 24 小时开放， 门诊病人实
行预检分检， 抽调 4 名专家加入市级医疗救治专家组， 驻守定点医院
对重型、 危重型患者进行医疗救治指导。 成立抗击疫情医疗队临时党
支部， 选派 3 名医师、 10 名护士组成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医疗队， 前往益阳市第四人民医院进行支援。 这些“白衣战士” 们，
义无反顾投入疫情防控战役之中， 用初心和坚守为生命站岗， 筑牢人
民的健康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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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刘让定 向纯 陈建） 当
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非常严峻， 按照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 州政府的统一部
署，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肿瘤医院确定为
全州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 全力收治新冠
肺炎患者。

为了及时顺利收治新冠肺炎患者， 肿瘤
医院住院患者需要向其它医院进行分流诊
治。 湘西自治州民族中医院作为全州唯一一
所三级甲等中医医院， 踊跃承担分流救治任
务， 严格按照相关部署， 共接收湘西自治州
肿瘤医院 41 名患者， 其中 18 名血透患者，
23 名住院患者。 时间短、 压力大、 任务重，
在接到具体任务后， 一天之内， 医院紧急组
织腾病房、 对接科室、 接患者等一系列工
作， 2 月 5 日， 已将所有转诊患者全部安置
在医院相关科室。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医院

������本报讯 (记者 汤江峰) 针
对新冠肺炎疫情， 不论是疫情
通报， 还是媒体报道， “潜伏
期” 和 “窗口期” 这两个关键
词频频出现， 不少网友对两个
关键词 ， 雾里看花 ， 纷纷留
言 ， 希望医学专家给予解答 。
就上述公众关心的问题 ， 2 月
6 日， 大众卫生报记者采访了
临床医学检验专家、 湖南省儿
童医院检验中心主任莫丽亚主
任技师。

“医学上指的窗口期就是
感染了某种病毒， 但要过一段
时间之后才能在体内检测出抗
体， 也就是说， 这一段时间虽
然查不出这种病毒产生的抗体，
但是又不能排除感染了这种病

毒。 所以， 一般还需在窗口期
之后再做一次检查。” 莫丽亚指
出， 窗口期长短与实验室检测
水平密切相关。 随着医疗技术
水平的不断提高， 实验室检测
方法的不断改进， 各种病毒的
窗口期也在不断缩短。 如现在
采用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
技术， 就大大地缩短了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诊断的窗口期。

“所谓潜伏期 ， 是指病原
体侵入人体至最早出现临床症
状的这段时间。 各种病原体感
染后的潜伏期是不一样的， 短
的数小时 、 数天 ， 长的数月 、
甚至数年。 但同一种传染病有
固定的潜伏期 ， 大多没有症
状。” 莫丽亚说， 一般情况下，

传染病的流行特征和趋势与其
潜伏期长短有关。 潜伏期短的
传染病流行来势猛， 病例集中
出现， 往往呈现暴发现象。 如
果防控措施有效 ， 则平息也
快。 而潜伏期长的传染病流行
趋势缓慢， 病例稀疏出现， 持
续时间较长。 潜伏期的另外一
个意义是可用来评估传染病预
防措施的效果。 即对传染病采
取了防控措施， 在经历一个潜
伏期后， 若该传染病发病数量
下降， 则可认为该措施有效。

莫丽亚说， 全国实行一盘
棋的联防联动防控机制对防控
疫情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 正
处在防控新冠肺炎决战期， 每
个人应顾全大局， 绝不松懈。

医学检验专家为您拨云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