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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三湘都市报12月21日讯 小小的
“婴儿” 在病床上， 插管、 胸外按压
……这样令人揪心的一幕，是怀化市
通道县第一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龙
军正在进行的考试。

今天上午，湖南省组织的新生儿
复苏市级师资认证考核在省儿童医院
举行， 来自全省72家基层医疗机构的
97名产科、儿科、新生儿科专业的医务
人员参与，理论知识、技能操作、授课能
力三方面同时达标者，将获得相关的师
资认证。

第一场的理论知识考核结束后，
参考的人员进入技能操作环节。

孩子心跳50次/分钟，马上进行气
管插管正压人工通气和胸外按压……

考官根据现场操作，对照评分细
则进行逐一打分。

据介绍，考核老师由15位国家级
及省级新生儿复苏师资担任， 考核合
格的学员将获得湖南省新生儿复苏市
级师资认证，可作为“带教老师”把规
范化的新生儿复苏技术普及至地市、
县级及乡镇医疗机构。

新生儿窒息是导致新生儿死亡、
脑瘫、 智力障碍的主要原因之一，正
确的复苏是降低新生儿因窒息死亡
和致残的主要手段。

“正确及时的复苏可以挽救新生
宝宝的生命，也能有效减少因窒息所
致后遗症的发生。” 省儿童医院新生
儿科学术主任、 主任医师高喜容介
绍，把握“黄金一分钟”至关重要！如
果复苏不及时， 或是复苏不正确，将
给孩子带来严重的后果，严重者将直
接导致新生儿死亡。

“每一个新生命都是非常珍贵
的，不能让孩子在健康起跑线上就掉
队！”省儿童医院院长肖政辉表示。

■全媒体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姚家琦 黄晚元

把握“黄金一分钟”
湖南培训考核新生儿复苏师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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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12月21日
讯 工程完工后，包工头向雇
主出具条据索要工程款时，
却被一口回绝， 理由是：条
据并没有写明是“欠条”，只
是写了“证明”。这样的条据
能证明欠款事实吗？ 今日，
记者从浏阳市人民法院镇
头法庭获悉，该院开庭审理
了此案。

事情还得从2016年6月
说起，当时张兴与龙凯签订
了协议，约定由张兴承接湖
南某公司综合楼内墙砖、地
砖铺贴工程， 包工不包料。
工程完工后， 双方经过结
算， 龙凯出具了一张条据，
分为上下两部分。

其中，上半部分记载了
张兴已完成综合楼内的工
作量及尚欠金额（“全体工
实欠20440元”）； 下半部分
的内容为“证明（包塑料车
间）地沟板 杨工：大工……
10010元变压器房……”

事后，张兴拿着这份欠
款41450元的条据， 多次找

龙凯催要，对方竟以没有欠
条为由拒绝。 无奈之下，张
兴只得将龙凯起诉至浏阳
市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
龙凯支付约定的工程款。

法院审理认为，张兴与
龙凯签订的《协议书》明确、
具体，双方形成的劳务关系
受法律保护。张兴依约提供
劳务，龙凯则有向张兴支付
劳务款项的义务。龙凯出具
的条据虽无“欠条”之名，却
有欠条之实，“证明”“杨工”
的字眼不影响“龙凯作为雇
主”及“张兴已经提供劳务”
的事实。据此，浏阳市人民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龙凯
向张兴支付劳务款 41450
元。（文中均为化名）

■全媒体记者 杨昱
通讯员 陈梓娴

在普通人眼里， 医废就是
“危险”的代名词，更别说带有新
冠病毒。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医废工作者是最后一关与病
毒“亲密接触”的人，是除医护人
员外，离病毒“最近”的人。

“90后”吴松校就是其中的
一员。 作为长沙市医废处置中
心一名收运“老兵”，吴松校已
有9年从业经历。

12月21日早晨5：10， 吴松
校艰难地睁开双眼， 在穿戴好
防护服、护目镜等防护装备后，
和搭档驾驶专用的医废转运车
出发了。

6:20， 吴松校到达第一个
收运点———后客酒店。 作为新
冠肺炎患者的省市定点隔离
点， 医务人员已经将新冠病毒
医废三层打包。吴松校和搭档要
对这些医废进行登记、 称重以及
外包装消毒， 最后再搬运至专用
运输车上，密闭好车厢门。

陆续收完几个隔离点的医
废后，10:30， 吴松校和搭档驾
驶医废专用转运车， 开进长沙
市医废处置中心， 在生产车间
入口处停下。

“先下车消毒，再去休息。”
现场， 该中心生产班长李林一

边指挥，一边提醒。吴松校在做
完全身消毒后，才脱下严密的防
护服，摘除面部的口罩，长长地
出了一口气。半小时后，吴松校
将再次驾车出发。

接车、消毒、卸周转箱、再消
毒、卸料……在吴松校驾驶转运
车到达长沙市医废处置中心的
同时， 其他车辆也陆续返回，生
产车间工作人员忙碌开来。

在医废处置车间， 记者看
到，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先将装
有医废的周转箱拖至指定位置，
再将医废装入灭菌小车中，推入
高温蒸汽灭菌设备中进行无害
化灭菌处理。同时，其他工作人
员将医废周转箱依次推入清洗
消毒设备中，进行严格的清洗消
毒处理，以保证下次使用安全。

“所有的医废收运回来后，
都要进行高温蒸煮， 温度控制
在134℃， 蒸煮时间45分钟，杀
灭各种病菌， 同时进行破碎、毁
形。” 李林介绍， 经过高温蒸煮
后，即达到相关技术规范规定的
消毒灭菌标准。

19:30，吴松校和搭档再次出
现在长沙市医废处置中心， 这已
经是他的第三趟运输了。 此时，
他已足足工作了近14个小时。

每台可“吞”40吨医废，28台专车上岗
我省建国内首个医废处置转运应急体系，遇紧急疫情，这些车辆将统一调度为应急车辆

12月21日上午，守好疫情防控最后一道防线———
湖南省医疗废物（以下简称医废）处置转运应急体系启
动仪式在长沙举行。据悉，湖南省建立医废处置转运应
急体系在全国是首创， 意味着湖南即将拥有全国第一
支医废处置应急收运的预备机动队伍。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和婷婷

医废三层打包收运，134℃高温蒸煮处置

针对疫情期间全省医废急
剧增加， 转运专业车辆严重不
足的现状，2021年，省生态环境
厅联合省发改委、 省财政厅斥
资近600万元，通过医废协会组
织购置了28台高标准的医废收
运专用车辆， 建立了湖南省医
废处置转运应急体系。

28台崭新的医废收运专
用车将开往全省14家医废处
置单位，每个单位各配备2台，

每台一次可吞下40吨医废，具
有密封性强、全民消毒杀菌的
特点。

“这些车辆平时用于医废
处置的日常收运工作。 一旦省
内发生紧急疫情， 将由湖南省
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统一调
度为医废转运应急车辆， 驰援
疫情发生地， 守好疫情防控的
最后一道防线。”省生态环境厅
党组成员、副厅长黄宇说。

吴松校的一天，只是诸多医
废转运人的一个缩影。

作为一项系统的民生公益
事业， 医废处置涉及医疗废物
的收集、储存、运输和处理处置
全过程。

目前，湖南省医废的收运处
置工作共由14家医废处置中心
负责，他们各司其职，现已实现
了各市县及乡镇地区全覆盖，
为全省27710家医疗机构服务。
全省333名医废收运人员高强
度工作，145台医废收运车辆满
负荷运行， 处置工厂连夜加班，

力保定点医院、发热门诊、隔离
酒店、新冠检测点等涉疫医疗机
构24小时收集到位， 并在12小
时内处置完毕。

数据显示， 从2020年疫情
暴发截至2021年11月中旬，湖
南省医废工作一线员工每日工
作平均时长18小时， 累计共收
运医废量111676.1473吨，处置
医废量111209.862吨， 新冠医
废量2156.7167吨， 隔离点家数
为1283家， 收运医废车辆运行
公里数为19146379公里， 相当
于绕地球478周。

疫情暴发以来运行公里数相当于绕地球478周

全国首创医废处置转运应急体系

用“证明”替代“欠条”就能赖掉工程款？
法院：“小心机”动不得，恶意欠薪面临严重处罚

数据

破局 “雇主书写的‘欠条’，很容易让缺乏法律知识的
劳动者‘掉坑’。”办案法官提醒，年关将至，提供劳务
者和其他劳动者，在索要劳务费或劳动工资时，要提
高警惕，谨防“掉坑”，拿到债权凭证时要看清，注意不
要有字面上的歧义，应载明债权人、债务人、金额、还
款时间、拖欠原因、出具日期等，还可约定逾期法律后
果、履行方式等。雇主或用人单位在无法按时支付时，
所出具的债务凭证应当做到诚实守信，欠条上的“证
明” 等字眼不影响对提供劳务者已完成工作量的认
定。“小心机”使不得，该还的账还得还，如果存在恶意
欠薪行为，将可能面临更加严厉的处罚。

劳动者小心“掉坑”

28台崭新的医废收运车整装待发。 受访者 供图“90后”吴松校在搬运医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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