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9月23日 星期四 编辑：刘琼 版式：胡雪文 05健康·关注

健康高于一切， 生命重于泰山。 面对强悍的变异
毒株， 株洲卫健系统白衣战士勇于拼搏， 分秒必争，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她们就会付出百分之百努力。

实行集中救治。 落实 “集中患者、 集中专家、 集
中资源、 集中救治”， 7 月 30 日， 市委、 市政府决定
征用渌口区人民医院为全市唯一的定点救治医院， 作
为株洲市的区域医疗中心， 市中心医院全面接管市定
点救治医院， 由该院构建救治团队与管理团队， 实现
驻点全流程管理。

组建救治梯队。 每一次特殊战斗， 都需要一批英
勇的战士； 每一次生死搏斗， 都会涌现一批无畏的勇
士。 疫情来袭， 在市卫健委的号召下， 株洲市医护人
员主动请缨， 奔赴战场。

仅用了不到一天时间， 该市 13 家医疗机构的 244
名医务人员就迅速集结， 奔赴市定点救治医院。

前来驰援的医护人员中， 一半以上的是经验丰富
的抗疫 “老将”， 他们曾经前往湖北黄冈、 或在株洲定
点救治医院参与临床救治。

令人欣喜的是， 在市卫健委的协调下， 省卫健委
还派出了以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杨明
施为组长的驻株专家团队， 与株洲市 20 余名专家一道
组成了重症救治 “王炸团队”。

施行 “一人一策”。 8 月 6 日， 在市定点救治医院
的儿科病区， 11 岁患儿乐乐 （化名） 度过了一场特别
的生日会。 身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化身临时 “爸妈”，
为他买来玩具车、 画笔等礼物。 收到惊喜的乐乐咧着
嘴笑， 和医护人员 “比心” 合影。

这样的场景在市定点救治医院并不鲜见。 针对今
年株洲地区儿童患者较多的情况， 省市专家联手建立
了儿科专班、 心理专班和中医药治疗专班。 在治疗中，
特别注重中药治疗和心理干预， 根据每个患者的情况
确定诊疗方案， 做到 “一人一方” 因症施治， 提高其
抵抗力。 在心理干预方面， 通过心理专家疏导、 叙事
护理等方法， 让患者重拾信心， 积极配合治疗。

真情暖人心， 风雨砺初心。 “人民至上、 生命至
上”， 又一次在株洲抗疫战场得到彰显！

“在疫情防控的考验中， 株洲卫健系统广大医务人
员践行初心使命， 敢于担当， 敢于逆行， 这些精神财
富也必将成为今后助推 “健康株洲 ” 建设的不竭动
力。” 株洲市卫健委党委书记、 二级巡视员张纯良说。
“当前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的防控任务依然艰巨复杂，
我们要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慎终如始， 坚决扛
起疫情防控的政治责任， 争取早日夺取疫情防控全面
胜利！”

这个夏天，神农传人们
———株洲市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清零”侧记

本报记者 汤江峰 刘琼 通讯员 朱卫健

2021 年， 这个夏天本来热得够呛， 比这更
“热” 的是株洲与德尔塔新冠病毒进行的一场硬碰硬
的战役。 作为主力军的株洲卫健系统与其正面交锋，
他们用坚毅和勇敢， 坚决“汗” 卫株洲人民的生命
健康。 株洲再次实现患者“零死亡”， 医护“零感
染” 的目标。 ———题记

9 月 19 日， 株洲市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
院内， 经专家组会诊， 株洲最后 1 例新冠肺炎
确诊患者治愈出院， 这意味着株洲 29 例新冠
肺炎确诊患者及 2 名无症状感染者全部治愈出
院， 清零！

从收治第一例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至
“清零”， 历时 52 天。 52 天的日夜奋战， 这其
中集聚了各方的力量， 市委、 市政府的精准施
策， 省卫健委派驻专家组的精心指导， 市卫健
委的全力施为 ， 市卫健系统党员干部主动请
缨、 投入战 “疫” 一线， 全市人民严格落实防
疫要求……。 在这场与病魔的搏斗中， 株洲统
一领导、 协同推进， 结合去年抗疫的经验， 探
索出 “株洲经验”。

株洲， 这片神奇的土地， 承载太多厚重
的人文历史和底蕴。 为救斯民于水火， 医药鼻
祖炎帝神农不顾生命安危 ， 奔走崇山峻岭之
间 ， 遍尝百草 、 断肠而死 ， 长眠于株洲鹿原
陂。 而今， 株洲医护人员继承和发扬炎帝神农
为百姓健康英勇献身的精神， 冒着酷暑， 披甲
出征， 迎难逆行， 守望相助……筑起了一道道
血肉长城， 顽强与病毒抗争的壮丽诗篇， 将再
次载入史册。

7 月 29 日 12 时 40 分， 株洲市接到来自常
德的协查函———株洲有 1 名密切接触者。 株洲
的安宁被打破。

疫情就是命令 ， 防控就是责任 ！ 疫情来
袭， 市卫健委闻令而动， 所有工作人员取消年
休假和双休日， 已休假的立即返岗， 全力参加
疫情防控。 7 月 29 日召开全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视频会议后， 全市卫健系统召开疫情
防控工作紧急部署调度会。 连夜市卫健委领导
率队赶赴云龙示范区协调流调和核酸检测工
作。 同时， 牵头制定方案 ， 启动联防联控机
制， 实行 24 小时全天候指挥调度。

全面参与！ 针对疫情发展形势， 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联防联控机制办公室
和领导小组办公室均设在市卫健委， 领导小组
下设 “一办十组”。 市卫健委所有领导和机关
骨干编入每个组 ， 充当 “先锋队 “和 “联络
员”。

及时研判 ！ 召集疾控 、 医疗 、 院感等专
家， 组成疫情研判组， 实行每日疫情研判， 及
时调整工作策略和重点。

严把关口！ 全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严格实
行预检分诊制度， 加强发热门诊管理； 加强对
客运车站、 农贸市场、 医疗机构、 个人诊所、
药店、 酒店、 大型公共场所的检疫监督。 卫计
监督部门对存在的问题当场下达卫生监督意见
书， 督促立即整改到位， 对违反疫情防控规
定的 14 家医疗机构进行了处罚， 其中 1 家被
吊销执业许可证。

与时间赛跑， 与病毒抢跑， 面对来势汹汹
的疫情， 市卫健委迅速激活应急机制， 统筹调
度， 引领全市卫健系统充分发挥疫情防控 “主
力军” 作用， 以最快速度、 最坚决态度、 最果
断措施、 最务实作风 ， 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
中。 在老百姓最需要的时候， 卫健系统的党员
干部成为他们的贴心人和主心骨。

即使无直接接触， 14 秒也可感染， “德尔塔”
被称为 “最难缠” 的病毒。 面对这个既熟悉又陌生
的敌人， 市卫健委以霹雳手段阻断病毒， 防止疫情
蔓延。

社区排查全面启动。 社区排查， 是外防输入、
筑牢社区防控网的重要手段， 为流调溯源提供有力
支撑。 如何让排查做到无死角、 无盲区、 无漏洞？
市卫健委与公安、 工信、 三大运营商等部门一道，
利用大数据分析研判， 组织县乡村三级开展排查工
作， 同时通过运营商平台对 20.48 万人次发出健康
风险提示短信， 并利用健康码赋红黄码缩减了存在
风险人群的活动空间， 快速有效地控制疫情蔓延。

精准流调迅速铺开。 流行病学调查， 是斩断病
毒传播链的重要环节， 是追捕病毒踪迹的关键举
措。 市卫健委与公安、 工信合署办公， 组建了 72
个流调专班， 每个专班由 2 名疾控专家、 2 名公安
干警、 2 名社区人员组成， 运用 “大数据+网格化”
手段， 线上线下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此外， 对确认
病例关联的农庄、 诊所、 学校等重点场所全面开展
关联人员流调 “回头看”， 做到开展流调、 推送信
息、 比对轨迹、 确定密接 “四同步”， 确保整个流
调溯源快捷高效， 不漏一人。

隔离管控精准到位。 隔离管控， 是最大限度地
减少病毒传播， 降低感染发生率的一项重要保护性
措施。 市卫健委与商务粮食、 生态环境等部门， 密
切配合， 协调、 指导全市科学设置隔离点 76 个，
严格督导隔离点落实 “三区两通道” 消毒、 消杀和
医废处置。 隔离点工作人员日以继夜， 严格落实密
切接触者 “14 天 9 检”、 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
“7 天 7 检” 的核酸检测工作要求。 全市未发现一
例隔离管控人员以外的阳性感染者， 株洲的隔离管
控经验做法获全省推广。

核酸检测同步推进。 大规模核酸检测， 能精准
地从人群中 “揪” 出潜在的早期感染者， 实现早发
现、 早隔离。 市卫健委精准加速推进重点人群核酸
检测， 对发热病人、 高风险岗位工作人员、 重点风
险人群， 应检尽检； 对集中隔离、 居家隔离对象，
快检快出、 每日一检。 从市直医疗机构、 醴陵市、
攸县等紧急抽调近 300 名医务人员驰援城市五区，
协调长沙、 衡阳、 永州、 岳阳等地派出 480 名专业
队员驰援株洲。

据统计 ， 株洲一天最多时可派出采样人员
2441 人， 日采样能力达到 50 万人次， 确保应检尽
检、 快检快出。 在主城区完成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工
作， 共检测采样 3937173 人次， 结果全部为阴性。

疫苗接种紧跟其后。 为了构筑全民免疫屏障，
全市设置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点 171 个， 其中大型方
舱接种点 10 个， 实现了每个街道、 乡镇接种点全
覆盖， 全市日最大接种量近 10 万剂。 截至 9 月 21
日 24 时， 株洲累计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546.23 万剂
次。

疫情就是命令

霹雳手段阻断

生命重于泰山

卫 健 康

2021年 9月 19日， 株洲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清零” 时医护人员代表合影

� 株洲医护人员深夜完成核酸采
样任务后累坐在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