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命催征 全力以赴疫情防控

早在疫情还没有爆发蔓延时，院总务科科长张继征
就高度关注此事，提早就加强个人防护、确保保洁质量、
加大卫生消毒、处置医疗垃圾等方面，组织物业管理及
全体保洁人员进行培训，提升保洁人员对疫情防控严峻
形势的认识，全力做好个人防护，消除恐慌恐惧心理，确
保防控措施到位。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总务科以疫情为命令，在
接到医院通知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紧急调拨人员，
施工完成预检门诊、发热留观和隔离病房的改造及搬迁
工作，同时对病区进行地毯式喷洒消毒，严密医疗垃圾
运送流程，全方位做好公共区域的卫生。一切妥当后，
及时交付给临床一线科室使用，为防控救治争取了宝贵
的时间。

恪尽职守 严守防控每道防线

为做好市三医院总院和马祖山分院所有公共区域

全覆盖消杀，总务科组织专人每天在院区重点病区定点
喷洒消毒液，对医生办公室、护士站台面、电梯间、病区
门把手和走廊扶手等重点场所每天酒精擦拭。保洁公
司何大姐正在门诊大厅喷洒消毒液，这段时间她练就了
一身“硬功夫”，身负 20 公斤重的消毒液依然身轻如燕。

医疗废物分类收集、安全暂存、及时运输和规范处
置是疫情防控的重要战场，也是切断疫情传播途径的关
键环节。在科室人手十分紧张的状态下，总务科马健顺
承担了大部分工作。“这个时候我不上谁上，我是党员，
责无旁贷”，朴实的话语，透着马健顺强烈的使命担当。

兢兢业业 强化环境清洁消毒

在九江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取
得了阶段性成效，市三医院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全部迁往
马祖山分院集中收治。市三医院根据疫情发展形势，面
对各种“等不起”的疾病，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
为人民群众健康提供安全、有效、及时的医疗服务，同时
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为就诊患者提供

一个安全洁净的诊疗环境。
总务科连续多日对全院所有病区和诊室的空气、物

表及地面进行 360 度无死角的深度消杀处理，不放过每
个场所、每个角落，真正达到消毒消杀无盲点、不留死
角，为医院职工、患者及家属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筑
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火墙”。

总务科全体工作人员目标只有一个：做好院感后勤
工作，不让阵地失守。他们都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没
有轰轰烈烈的大事，只有兢兢业业的值守。执著的坚持
和无悔的信念，支撑着他们扛起责任，一支科学严谨、敢
打硬仗、能打胜仗的队伍应运而生。

2020 年，一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打响。在这次战斗中，有广大医护人员冲锋在第一线，用自
己的行动践行着医者誓言，也有无数幕后英雄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坚守。在市三医院活跃着总务科这
样一支极负责任而又优秀的团队，虽然他们的工作职责有别于临床，却是医护人员安心工作的坚强后
盾。在病毒肆虐的关键时刻，他们始终坚守在疫情防控的前沿，在医患与病毒之间筑起一道安全屏障，
他们庄严承诺：只要我们在，请你们安心战斗！

全力消杀 筑牢疫情防控安全线
——市三医院总务科高效助力医院全面开放所有诊疗服务

贺文

市中医医院CT室

当好疫情“侦察兵”
本报讯（胡甜萍）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

庚子鼠年变得格外不同。为切实做好新冠肺炎的预防
和诊断工作，市中医医院 CT 室所有医护人员主动放弃休
息，快速到岗到位，积极投身到防控疫情一线工作中。

CT 室主任殷宗云带领团队定期开展专业知识和防
护知识培训和考核，严格规范检查流程。他要求科室诊
断医生，了解并熟知新冠肺炎影像学特征，遇到疑似病
例要及时会诊、登记及上报，提高安全防护意识。作为
新冠肺炎影像诊断专家小组组长的他，手机 24 小时开
通，无论何时、随叫随到，始终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默
默践行着自己的使命。

“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就要担起这份责任，只希望
疫情早日结束”。根据新冠肺炎诊治指南，胸部 CT 对于
早期筛查及诊断新冠肺炎可提供可靠的诊断依据，针对
新冠肺炎的疑似患者及发热门诊的患者，CT 室均是优先
检查、优先出结果，因此 CT 室工作量也在大幅增加。CT
室医护人员加班加点工作已是常态，为抗击疫情坚守岗
位，在保障日常工作的同时，他们还主动申请前往医院
体温监测点轮值。

“将后勤做好，一线人员才能更安心开展工作。”CT
室护士徐正香和科室工作人员每天开展消毒防控工作，
针对桌子、电脑、鼠标、门把手等经常接触的地方定时进
行消毒，发热病人做完检查后，进行通风、紫外线消毒、物
品的擦拭和消毒等，并登记时间。每天徐正香都要安排好
科室的防护用品，等到消毒工作全部结束后才下班。疫情
当前，CT 室每一位医护人员不忘医者仁心，越是困难，越是
要坚守，为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贡献一份应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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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五医院放射科医学影像专业的医生们，是一群特殊的影像人，他们不是普通的“摄影师”，而
是医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侦察兵”。面对疫情，科室负责人邹金水不忘为民初心、时刻牢记医
者使命，带领全科医务人员迅速投入到战“疫”中，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及时钻研学习新冠肺炎的影
像特征，结合自身的临床经验，多次参加医院疑似发热病人的会诊，仔细判阅每位可疑病人的 CT
表现，并主动与三甲综合医院建立远程影像会诊系统，尽早尽快发现可疑新冠肺炎的病人，切实把
好新冠肺炎“影像”关。无论白天黑夜，他们总是随叫随到，及时提供有力的影像诊断依据，即使胸
部 CT 检查的工作量比平时增长 10 倍以上也毫无怨言。他们勇于担当，无私奉献，据初步统计，仅
疫情期间与综合医院开展远程会诊 50 多人次；为保障复工复产后医院正常接诊，及时完成医院职
工胸部 CT 检查 380 人次。 （曹水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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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九江学院附属医院行政
党支部积极响应党委的号召，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
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全力抗击疫情作为践行初
心使命的主战场，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乐章……

危险在哪里 党组织就坚守在哪里

疫情初始，院行政党支部听令而动，及时组织全体
党员干部在线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省、市及医院关于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会议精神，同时强化组织领导，切实
压实责任，落实党员干部带头下沉一线，切实提升防疫
阻击战的整体战斗力。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行政党支部的书记和党员毫
不犹豫地冲到了最前线，“有危险我上”成为他们面对疫
情的标准回答。支部书记夏莉娜全院第一个报名参与
抗疫值班，老党员占永平日夜驻守在火车站体温监测哨
点上，老党员王冰主动请缨大年三十值班……关键时
刻，党组织充分发挥在疫情防控中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支部 22 名党员、3 名入党积极分子踊跃加入抗疫防控志
愿队伍，有效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疫情防
控的力量优势、成效优势。

困难在哪里 党组织就奋战在哪里

在这个特殊时期，衣、食、住、行、言、医用防护保障
供应，这些平时不值一提的小事，在特殊时期却显得无比
艰难，而行政党支部的党员干部们不分科室、不分职能、不
提休息、不遗余力，为前方打胜仗努力坚持着、奋斗着。

你守护病人，我守护你的家人。支援湖北医疗队的
家属 67 户分布在市内，27 户在省外和九江市外的县乡，
夏莉娜、肖国富、罗群等人就分组为他们买菜、送物资、
联系家教、照料家中老人及幼儿。虽然夏莉娜出院不久
还未痊愈，肖国富左腿骨刺走路疼痛，但他们依然坚持
每日对家属们进行电话及上门慰问。夏莉娜、王敏、田
芳等还自掏腰包给支援武汉队员的孩子们购买吃的、用
的，帮忙做饭、打扫卫生。大家尽己所能，努力解决一线
医护人员的后顾之忧。

用我全力保障，护你“战疫”到底。自疫情爆发以
来，杨红已连续工作了一个多月，数据汇总、上传下达、
协调各方、物资供应……“5 加 2”、“白加黑”，即使回到
家，手机工作群里也都在跟进着工作。疫情肆虐、物资
短缺，刘慧娟多渠道发动社会爱心捐赠，积极筹措防护
物资。刚做完眼睛光动力手术的她不顾休息，接收、整
理、清 点 大 量 捐 赠 物 品，奔 波 于 物 资 分 装 点 与 医 院 之
间。邹洪水带领车队任劳任怨运送医护人员、抗疫物资
和医废垃圾，24 小时待命备战，做好运输保障。

纸笔镜头就是我的“战疫”武器。疫情让很多人担
忧甚至恐惧，宣传突击队的同志们前往医院急诊、发热
门诊、火车站等抗疫一线进行宣传报道。为全力做好工
作，他们将年幼的孩子托付给父母照料，自己以单位为
家加班加点，以将疫情真实情况、疫情防控知识不断推
送到群众面前。为了方便患者就诊，老党员黄文红自制
指示标识，裁剪、拼接、粘贴，发热门诊、隔离病房总能看
到她忙碌的身影。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疫情到来，九江学院附属医院行政党支部全体党员亮身
份、当先锋、作表率，昼夜奋战在疫情防控前沿。他们当
好疫情阻击的战斗员、群防群控的组织员、防控知识的宣
传员，哪里有需要，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他们战斗的身
影，用实际行动诠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铿锵誓言。

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行政党支部

全力抗击疫情
杨世伟

是“班长”更是战士
——记德安县疾控中心主任申昌明

王海英

申昌明，现任德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自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以来，他恪尽职守、全力以赴，
始终坚守岗位、周密部署、压实责任、严防死守，带领疾
控人冲在“疫”线，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放在第一位，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充分展现了一
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今年 2 月，德安县疾控中心
团队荣获了县委、县政府《关于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第一批嘉奖、表扬的通报》嘉奖。

坚持精心谋划勇于决策担当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为堵截疫情筑
起重重防线，申昌明多次召开会议，及时传达中央、省、
市、县防控指挥部的指示精神，通报疫情，并对当前的
疫情形势进行分析，严格按照“五个一级”的要求抓落
实，做到一级的责任、一级的标准、一级的状态、一级的
措施、一级的效果落实好一级响应。详细制定《德安县
疾控中心新冠肺炎疫情预防控制预案》，及时成立疫情
分析组、疫情流调组、疫情消杀组、检验送样组和后勤
保障 5 个业务小组，明确各小组职责。在保障正常的
业务开展外，他带领着党员领导干部到一线作业。

坚持以身作则个人冲锋在前

申昌明深知疾控中心的责任艰巨，对接公安、通
信、乡镇以最短的时间找出与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发
热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尽早地分类隔离，是打赢疫情阻
击战的关键。疫情防控关键时期，他要求疾控中心成
立“专班”主动对接乡镇、复工复产企业进行防控专门
指导。他同流调和消杀人员一起同吃同住 35 天，严阵
以待，一旦接到发热或者疑似病例报告，统一调配，能
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流调和消杀，为疫情防控早日“关紧
水龙头”打下坚实基础。面对德安县发生的一起聚集
性病例，他第一时间深入疫点与群众面对面，对恐慌的
群众进行心理疏导，并组织党员突击队对疫点全面消
杀，主动将患者家中的生活垃圾进行处理，要求乡镇卫
生院医务人员对接每一户居民，每天给居民测量体温。

工作作风扎实防控成效得力

他深知此次疫情严重，提前部署，做好了打硬战、
打持久战的准备。作为疾控中心的总指挥，从疫情出
现，他就紧紧围绕疫情防控进行具体布置，做到科学防
控、精准施策，上与各级领导报告，下到中心每天工作
安排、都有条不紊的开展。

他既是“班长”，更是同大家并肩作战的战友。一
次，检验组一行前往林泉乡为一名疑似患者及其密切
接触者采样，由于沟通不及时，导致检验组准备的采样
管少于密切接触人数，而此时采样员已经穿好防护
服。当检验组组长将情况汇报后，申昌明立即将采样
管及时送到，让采样顺利完成。2 月 13 日凌晨，接到庐
山西海卫健委电话，需要对德安相关人员进行流行病
调查。他立马安排流调人员开展流调工作。因为是三
更半夜，患者亲戚并不是很配合，他就耐心地给家属做
解释工作。最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第一时间将流
行病调查资料进行了反馈，并对患者亲戚进行了定点
隔离观察和咽拭子采样。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中，全国上下无数个像申昌明这样的“班长”站了出
来，默默奉献，带领着疾控卫士与疫情抗击到底，保一
方安康，护万家灯火。

修水县疾控中心检验科陈容静，人如其名，文静
恬淡、低调内敛，是卫生应急队中的女队员，也是防
控战线的一名检验“尖兵”。疫情爆发初期，她和科
室同事负责标本送检工作，频繁往返于修水县和九
江市区，一趟来回就要花上六七个小时。

疫情形势严峻，自 2 月 11 日起，卫生应急队紧急
补充力量，她主动请缨，加入疫情防控一线，负责采
样工作，先后前往县城某隔离酒店、渣津等地开展密
切接触者标本采集，并紧急送检。检验采样是非常
危险的环节，需要近距离和可疑病患接触，采集他们
的咽拭子。稍有不慎，就可能沾到对方的分泌物。
但检验采样也是疫情防控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因
为只有检测后才能精准筛查疑似病例，才能做到早
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

2 月 14 日，在县城某酒店医学隔离的一名确诊病
例的密切接触者童某某出现不适，情况可疑。因童
某某年纪尚小，采样面临新的挑战，但采样工作刻不
容缓。关键时刻陈容静没有退缩，穿上厚厚的隔离
服，沉着冷静，手法娴熟，很快就采集到了可疑病例
的标本。当日，该患者被确诊。事后别人关心地问
她：“采样的时候离病毒那么近，你就不害怕吗？”她
说“害怕是难免的，但是相比那些做核酸检测的检验

人员和隔离病房的医护人员，我只是为抗击疫情贡
献着自己的微薄之力”。

为做好修水县特殊场所疫情防控工作，根据县
防控工作指挥部安排，她主动前往看守所开展标本
采集，累计采样 80 余例。另外修水县新冠肺炎康复
病例的血清采集均由她完成。面对高强度，高风险
的工作，她从不抱怨，默默无言，践行着“疾控人”的
无私奉献的宗旨。

陈容静的丈夫是修水县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科医
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一直忙碌在疫情防控最
前沿。为了疫情防控，他们将三岁多的儿子留给母
亲照顾，十几天来，夫妻二人均未回过家门。陈容静
说：“虽十分想念儿子，但只能暂时舍弃小家为大家
了。只要能战胜这次疫情，再苦再累也值得。”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负重前行。
面对疫情，检验人员需要承担巨大的压力，既要承担
职业暴露的风险，又要承担巨大的工作量。疫情当
下，疾控检验组的同事们团结一致，分工合作，配合
默契，一接到通知，就立即行动。检查采样物资、准
备运输箱，做好防护工作后迅速前往相关地点……
身为疾控检验兵，努力做好疫情防控“穿越火线”的
尖兵。期盼早日战胜疫魔，春暖花开。

检验“尖兵”与病毒最近的人
——记修水县疾控中心检验科陈容静

周卫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