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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边的优秀共产党员

������29 年来， 她把青春和汗
水奉献给了最爱的护理事业，
用无所畏惧的信念映照共产
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22 年来，
她始终坚守在危险的前沿阵
地 ， 是医院感染科目前工作
时间最长的护士 。 她 ， 就是
娄底市中心医院感染科党支
部副书记 、 感染科护士长谭
双燕。

感染科是医院离危险最近
的地方， 存在着巨大的感染风
险； 传染病疫情来临时， 这里
又成为全市重症传染病人救治
的中心， 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
常人难以想象。 在这里， 没有
白天与黑夜， 只有严格的防护
和数不清的加班加点。 亲戚朋
友们劝谭双燕， 在感染科工作
这么久了， 何不找个理由调出
来， 换个轻松点的科室?谭双
燕总是朴实一笑： “再苦的事
都要有人做， 再危险的地方也
要有人去， 我干的时间长， 工
作熟悉， 我留下!”

她这一留 ， 就是 22 年 ，
是该院感染科目前工作时间最
长的护士。

22 年， 7900 多个日日夜

夜 ， 每一次和传染病魔作斗
争， 她都冲在最前面。

甲流时， 她在一线! 抗击
禽流感时， 她在一线! 手足口
病暴发时， 她在一线! 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时， 她仍在一线!

2008 年 ， 手足口病大肆
流行， 作为全市重症手足口病
例唯一定点救治单位， 她所在
的感染科承担着全市最繁重的
救治任务。 最多时， 感染科同
时收治了 70 多个重症手足口
病患儿， 压力空前。 她带领护
士克服困难， 集体加班加点，
连续奋战 4 个月， 没有休过一
天假。 在她的努力下， 患儿们
康复了， 她却因过度劳累， 患
肺炎病倒在工作岗位……

2020 年 ， 新冠肺炎疫情
全面爆发。

“我是感染科护士长， 更是
共产党员 ， 我不上 ， 谁上 ?”
谭双燕第一个站了出来， 没有
丝毫的犹豫。

从感染科收治第一
例疑似病例开始， 在防
护物资紧缺的情况下 ，
她带领由 30 个护士姐妹
组成的护理团队， 工作

期间不吃饭、 不喝水， 也不上
厕所……厚重的防护服裹得她
们喘不过气， 护目镜因雾气看
不清东西， 脸上的压痕破溃明
显， 防护服里面的衣服总是干
湿交替 ， 但她们没有一丝怨
言 。 从隔离病区的准备 、 管
理， 设施设备的配备， 到护士
管理、 感染控制、 危重症患者
护理等方面， 各项工作在谭双
燕的带领下有条不紊地开展。

战疫期间， 在院领导的正
确领导下， 她所在的科室， 无
一例交叉感染病例， 无一名医
务人员感染。 连续工作 157 天
未休息的她， 一直坚守在抗疫
一线， 直到新冠患者清零， 才
解除隔离。 她说： “只要党和
人民需要， 我就要到最需要的
地方去， 到最危险的地方去!”
科室在她的有效管理下， 获得
了 “娄底市三八红旗集体” 等
荣誉称号。

本报通讯员 朱菲 梁娟

我是党员，请求到最危险的地方去
———记娄底市中心医院感染科党支部副书记谭双燕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剑 胡
波) “看着现在的环境， 自己
都觉得顺眼多了 。 ” 7 月 16
日， 邵阳市隆回县七江镇南冲
村 6 组被评为卫生整治示范户
的阳日红高兴地说。 他家以前
是人和家禽混居， 村里几次评
议都是不清洁户， 经过帮扶责
任人的宣传劝导， 现在他家里
庭院的地面上铺着格子砖， 物
品摆放整齐， 屋内整洁干净，

厨房、 厕所一片清洁。
近年来， 七江镇紧紧抓住

生态宜居这个关键， 以 “党旗
红、 产业旺、 乡村美” 党建品
牌创建为抓手， 深化 “六子”
(整治村子、 清理园子、 护好
林子、 打扫院子、 收拾屋子、
管好车子) 专项整治行动， 致
力打造 “112233” 工程 (打造
1 个镇级示范村和 1 个县级示
范村； 每个村 (居) 建设 2 个

美丽院落和 2 条美丽路段或河
道 ； 创建 3%的党员 (组长 )
示范户、 3%的群众示范户 )，
通过支部引领、 干部帮带、 党
员定责、 网格管理四项措施，
发挥村组干部的 “领头雁” 作
用， 动员党员、 新时代新文明
实践站志愿者、 群众合力共同
参与， 引导村民移风易俗， 努
力让农村生态美起来、 环境靓
起来、 生活好起来。

��������7月 13 日， 娄底市双
峰县人民医院举办第一期
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
培训班， 该院急救中心护
士长吴愧结合现场救护经
验， 为大家讲授了现场心
肺复苏及 AED （自动体外
除颤器） 的使用、 气道异
物梗阻急救知识， 急诊室
护士长朱赛兰讲授了现场
创伤止血包扎固定转院等
急救知识。 图为培训现
场。

通讯员 曹景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先卫 李彭伟) 7 月 18 日，
村民唐奶奶牵着孙子来到衡阳市衡南县泉湖镇九
莲塘社区服务中心， 送上一面印有 “社区好干
部， 人民好公仆” 字样的锦旗， 以感谢该社区干
部王小武对自己孙子的救命之恩。

原来， 7 月 2 日， 泉湖镇红湖村高碧塘水库
传来一阵 “奶奶……奶奶……” 的呼喊声， 正在
例行巡逻的九莲塘社区干部王小武发现， 一个 3
岁模样的小男孩独自在堤干上哭泣， 身边没有任
何大人看护。 斜坡下面是 30 亩深不见底的水库，
堤干上凹凸不平杂草丛生， 小男孩走路摇摇晃
晃， 稍有闪失就会有摔下去溺水的危险。

王小武见状飞奔过去， 果断将小男孩抱住，
并迅速将他带离水库地带， 使孩子转危为安。 经
多方打听， 小男孩是邻村丁家组唐奶奶的孙子，
小男孩从家中出走， 沿着山道， 来到水库上迷了
路， 其奶奶以为孙子在隔壁玩耍， 时间长达一个
多小时竟毫不知情。 之后， 小男孩的家人得知这
个消息后， 感激地说： “幸亏你们发现及时， 否
则后果不堪设想， 谢谢救命之恩!”

衡南县泉湖镇全方位、 多层次、 广渠道， 扎
实有效地开展防溺水工作。 该镇明确镇妇联和联
合学校担负主责， 村 (社区)、 中小学成立青少年
防溺水安全教育工作小组， 全镇各部门、 学校、
家庭、 村 （社区） 之间信息共享， 实现部门联
动、 学校联动、 校村联动的防溺水安全网格化管
理， 扎实织牢夏季防溺水安全网。

������本报讯 (通讯员 曹朝晖) 7 月 14 日， 湖南
省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局执法人员来到长沙市轨道
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地铁 5 号线， 开展以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为重点的国家双随机卫生监督抽查。

地铁站作为人群密集聚散的公共场所， 是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点区域， 本次国家双随机将
长沙地铁 5 号线纳入抽查点， 检查组实地检查车
站测体温、 戴口罩、 环境清洁消毒、 室内通风等
新冠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现场详细了解地铁
站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冷却塔、 处理机组、 风机盘
管及新风口等部位的清洗消毒和维护保养等情况。

检查组要求该公司一定要绷紧新冠疫情防控
这条主线不放松， 继续落实测体温、 戴口罩、 清
洁、 消毒、 通风等防控措施， 进一步完善卫生管
理档案， 做好卫生检测结果等监督信息的公示，
保障广大乘客健康平安。

������本报讯 (通讯员 谭海溪) 7 月 14 日， 长沙
市芙蓉区马王堆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
团队邀请湖南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六科主任、 副
主任医师刘显庆和内分泌二科副主任医师杨丽，
来到湖南省老干所， 为离退休干部及其家属提供
义诊咨询及健康指导服务， 为需要接种的离退休
干部及其家属进行健康评估， 并就是否能够接种
新冠肺炎疫苗给予科学指导。

义诊现场， 两位专家耐心细致地解读各位离
退休老干部的本年度体检报告， 针对需要暂缓接
种的情况均给予个性化健康指导及就医指导； 马
王堆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团队则为
前来咨询的老干及其家属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
案、 更新体检信息， 并免费测量血压， 宣传国家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本
次活动共有 50 余名老干及其家属参与， 所有经
专家评估身体状况良好者均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家庭医生团队开辟绿色通道给予接种。

现场救护
第一目击者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