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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3月 25日
毫不放松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 护理人员在为留观患者测血压

“张主任，快！ 4 床病人
血氧饱和度下降到 48%，意识
不清，需要马上气管插管。”2
月 22 日晚 10 时许，张琼的手
机骤然响起。接到电话后，她
二话没说，立刻起身赶往重症
监护病房，多种仪器、急救药
物轮番上阵,鏖战 2个多小时，
病人血氧饱和度持续上升，脱
离了生命危险。

该院不断优化救治方案，
坚持“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
中资源、集中救治”原则，让中
医药深度介入诊疗全过程，开
展多学科协作，不断提升诊疗
质量，全力提高治愈率、降低
病死率。

新冠肺炎实验室检验结
果是临床诊断的重要参考资
料。疫情发生后，该院检验科
现有装备远远不够用。医院
紧急采购了新冠病毒 PCR 扩
增仪、检测试剂盒、阴阳对照、
实验病毒等专业仪器设备。
由于交通管制，生产厂家的工
程师不能来广水实地安装。
检验技师就在网上视频连线
工程师，现学现装，熬了一个
通宵，顺利完成设备仪器的安
装调试。检测时，技师穿上防
护服，一坐就是 8 个小时，人
员三班倒，24 小时不空岗，一
份份检测报告在第一时间发
出。

一人一策，精准治疗。“42
床病人的情况不太稳定，最好
请重症病区专科医师过来会

诊；29床病人的家人也被隔离
了，情绪低落，值班护士一定
要记得多跟她交流；4 床病人
的血氧饱和度略低，需要继续
面罩给氧……”救治中，该院
根据患者情况，坚持科学施
治、因症施策。

消化内科主任李述蓬为
患者量身定制治疗方案，精心
对待每位病人，与病魔交战 28
天，交出 50 名患者治愈出院、
30 名医护人员“零感染”的优
秀答卷。“老林，我们时刻和你
在一起，不用害怕。”“谢谢徐
医生，有那么多科学家在研
究，我相信一定能治好的。”部
分患者确诊后精神焦虑、意志
消沉，感染科副主任医师徐立
耐心细致地为每位患者讲解
病情，进行心理疏导。

悬 壶 入 鄂 北 ，白 衣 做 战
袍。江西医疗队入驻该院后，
双方通力合作，对疑难病例及
时开展远程医疗会诊，对患者
实施多形式、全方位的治疗和
管理。根据个体病情采用抗
病毒、干扰素、中药、雾化、机
器人辅助治疗、干细胞治疗、
早期高流量吸氧等联合治疗
手段，有力促进了患者康复。

科学救治，让生命之花再
次绽放；医者仁心，让人间大
爱奔涌激荡。截至目前，该院
共排除咽拭子核酸监测“双
阴”患者 113 人；确诊患者治
愈出院 297 人，其中重症患者
治愈出院 12人。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一场守护生命、保卫家园的疫情防控阻击战在鄂北大地骤然打响。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广水市第一人民医院闻疫即动，分秒必争，越是艰险越向前；全体医护人员

无惧困难，不畏生死，白衣执甲逆疫行；全院上下一心，与死神较量，与疫魔斗争，用生命保卫生命，用健康守护健
康，上演了一场场感人至深的生命救援。

1月 21日，广水市第一人民医院被确定
为随州市首批发热门诊和定点救治医疗机
构，承担起广水市新冠肺炎疑似病例诊断
和患者救治工作。

使命在肩，责任如山。该院迅速成立
了以院党委书记钱华明、院长于江兵为组
长的防控指挥部和领导小组，实行每天一
调度、每天一总结、每天一通报、每天一会
诊“四个一”工作机制；制定应急预案，全面
做好预检分诊、消毒隔离、医疗救治等各项
防控工作。

面对疫情，横亘在该院面前的，是三座
难以逾越的大山——

缺防护服、缺 N95 口罩、缺护目镜、
缺手术衣、缺防护面罩、缺消毒液，医疗
物资全面告急；

疫情蔓延，医院床位有限，医疗资源
不足，提高收治能力迫在眉睫；

患者增多，虽然医护人员自愿延长
上班时间，连续作战，超负荷工作，但依
然人手紧缺、捉襟见肘。

“决不能让白衣战士‘赤膊上阵’。”
“要千方百计提高收治能力，做到应收尽
收。”“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放在第一位，倾尽全力做好患者救治
工作。”……一条条硬要求、“死命令”化
作奋勇向前的磅礴力量，医院领导身先
士卒，全体医护人员坚守岗位，与病毒短
兵相接。

该院第一时间成立了以副院长左红
涛为组长的后勤保障工作小组，建立物
资采购联络群，每天拨打 300多个电话联

系全国各地的生产厂家，四处搜寻供货渠
道。工作人员跑山西上武汉、走荆州赴安
徽，来回奔波拖运物资。“疫情救治一线科
室人员足量供给，其他科室根据风险等级
按量供给。”一批批物资从四面八方汇聚而
来，医院合理制定分配方案，计算单位精确
到每一个口罩、每一件防护服。

28 个小时腾空医院二部 7 层楼、3 个专
科、20多名病人；40个小时腾空医院住院部
12 层楼、8 个专科、200 多名病人，快速改造
4 个感染隔离病区；48 小时腾空 ICU 病房、
妥善安置 6名重症患者。面对疫情，该院争

分夺秒、昼夜施工，克服重重困难，竭尽全
力提高收治能力。全院设置可收治疑似或
确诊患者病床 560张，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患
者收治工作。

1月 26日，广水市第一人民医院二部开
始接收疑似病人，人手更加紧缺。广水市
领导多方协调，从中医院、妇幼保健院、镇
办卫生院抽调 40 名医护人员紧急增援。2
月 9 日起，江西援随医疗队分 3 批支援该
院，先后接管该院感染一病区和三病区，并
参与重症监护室患者救治工作，极大缓解
了医院人手不足的紧张局面。

“不计报酬，无论生死，不怕困难，随叫
随到，保证完成工作任务！”

“我将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
扶伤的从医誓言，誓要打赢这场疫情攻坚
战！”

“我将以科学的医疗救治和坚韧不拔
的毅力抗击疫情，为广水人民生命安全保
驾护航！”

……
请战书似雪片，纷至沓来，激荡人心；

白衣战士，前赴后继，争相逆行。面对疫
情，该院 300 余名医护人员踊跃请战，奔赴

“疫”线。
感染疾病科主任陈庆山已经在一线连

续坚守 50 多天。疫情初期，前来就医的发
热病人很多。为了节省上厕所的时间，陈
庆山每天坐诊时不喝水，一坐就是六七个
小时。他的科室是收治患者最早、患者病
情最严重的科室。陈庆山一丝不苟，细心
询问每位病人安置情况，检查所有医嘱。
他经常叮嘱同事多休息，自己却一直“连轴
转”，没有休息过一天。

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琼已经是两上战
场。2003年“非典”暴发，她将刚满 1岁的儿
子交给父母，只身奔赴一线；17 年后，她重
披“战袍”，再上一线。重症病人救治工作
危险大、感染风险高，张琼把同事挡在身
后，自己冲在最前面。在她的带领下，科室
的医护人员有样学样，个个成了“拼命三
郎”。

朱丽、高园园、李丽华，家中老人过世，
忍痛坚守一线；李向星、刘倩夫妻，李建武、
韩红梅夫妻，李建军、秦琴夫妻，都是夫妻
俩一同上阵，并肩战“疫”……一个又一个
闪亮的名字，凝聚出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
一个人接一个人的努力，托举起挽救生命
的蓬勃希望。

大疫更是“大考”。非常时期，党旗在
抗疫一线高高飘扬；特殊时刻，共产党员逆
行冲锋。

该院党委书记钱华明身先士卒，冲锋
在前。刚刚做完鼻息肉手术的他，在得知
疫情暴发后，没来得及休息就奔赴抗疫战
场。50 多天来，钱华明日夜坚守在工作岗

位，统筹安排全院战疫工作，调度整合医疗
救治资源，一直奋战在第一线。党委委员、
副院长胡汉林 24 小时坚守在医院，开展医
疗救治工作。他先后对 40余名患者组织开
展流行病学调查，指导隔离病区在该市率
先采集“咽拭子核酸监测标本”送检，为患
者治疗赢得了宝贵时间。党委委员、副院
长蔡秀娟分秒必争，紧急抽调 206名护理人
员交由院指挥部统一调配。

“我是党员，让我去。”超声功能科医生
向小珍毅然推迟婚期，返岗工作。面对需
要近距离接触患者的心脏彩超检查，她毫
不畏惧，主动请缨，娴熟地完成操作。内科
党支部 22名党员集体请战，医院发热门诊、
感染病房迅速投入战场。170 余名入党积
极分子、普通医护人员向各自科室党支部
主动请缨，程灯、蔡亚玲等 19名医护人员自
愿参加感染病区“战斗值班”。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抗疫一
线，该院 81名医务人员选择向党组织靠拢，
递交入党申请书，面对鲜红党旗，立下铮铮
誓言。

白衣执甲逆疫行
不辱使命不负民

狭路相逢勇者胜 越是艰险越向前

除夕急召逆寒雨 壮士集结百人来

▲ 广水市一医院党委书记钱华明（右二）、院长于江兵（左

二）与江西援广医疗队领队陈懿建（左一）探讨医疗救治方案

用 生 命 保 卫 生 命用 生 命 保 卫 生 命
——广水市第一人民医院战疫记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彭晓华 通讯员 刘冬 何亚凌

▲ 江西援广医疗队队员（右）与广水一医院（左）医护人员携手战疫情

▲ 广水市一医院医护人员在进入感染病区前互相鼓劲加油

▲ 医护人员纷纷请战，要求奔赴一线
▲ 社会爱心人士向广水一医院捐赠物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