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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排查 不漏一人

“有发热乏力症状吗？有接触外来人员吗？”近日，
在雁江区丰裕中心卫生院，前来就诊的群众在门口进
行体温检测、登记好个人信息后才能进入院内就诊。

开展预检分诊、加强乡村医生培训，丰裕中心卫生
院严格执行发热病人接诊、筛查流程，严格落实发热病
人登记报告制度，组织乡村医生挨家挨户排查返乡人
员信息、检测体温、讲解防疫知识和相关政策，对已排
查登记人员上门进行健康服务。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我们全镇统筹了三个卫
生院的力量，用于居家观察点的监测，每天对居家观察
人员两次上门检测体温。”丰裕镇党委书记李丽平说，
镇上对居家观察人员制发了连心卡，在县与县、镇与
镇、村与村之间设立监测点，让乡村医生参与到各个点
的体温检测工作。

疫情防控中，雁江区组织全体基层医务人员进村
入户开展返乡人员健康服务登记，以湖北地区返乡人
员为重点，登门面访，全面筛查，加强检测，落实 14天居
家观察、一日两测体温、健康教育等措施。此外，选派
专业医务工作组全力配合主要交通路口疫情监测点开
展体温检测、初筛转诊等工作；组织医护力量对接相关
部门、乡镇（街道）摸排核实返乡人员信息，及时掌控重
点人群第一手资料。

强化监管 保障疫情可控

日前 ，记者在成渝高速公路资阳出站口看到，狮子
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正配合交警对过往车辆
司乘人员进行体温检测。

“我们对过往车辆进行体温检测，如果发现体温高
于 37.3摄氏度，立马让发热人员进入留观区休息 10 分
钟，然后再用水银体温表检测一次。”狮子山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主任王建彬告诉记者，如果再一次测体温还
是有发热现象，医务人员就会把发热人员送到旁边的
隔离区，进一步询问他的旅居史、外出史以及接触的人
员等情况。

“同时，我们中心也对从湖北广东浙江等省的返乡
人员进行入户观察，宣传新冠肺炎防治相关知识，进行
上下午两次的体温检测，询问症状，并跟踪追查 14天，
14天后无任何症状才解除隔离。”王建彬说。

据悉，雁江区528个村（居）医生采取入户观察、初筛
等措施进行了全面摸排，对重点对象和异常患者指导居
家医学观察，并建立了《武汉返乡人员居家观察管理登记
台账》《其他重点疫区观察管理登记台账》《武汉返乡人员
解除观察登记台账》等，确保摸排数据的准确性。

截至目前，全区各基层医疗单位为 12741名出省务
工和返岗农民工提供了免费健康服务。

□ 本报记者 李小凤

“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可怕，但上了战场，无
论是军人还是医生，都绝不会退缩！”自主择业
军转干部、现雁江区人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王
永宏一番话，让人顿时为之一振。

疫情暴发后，雁江区人民医院统一将所有
发热病人移至发热门诊。擅长呼吸内科诊疗
的王永宏自然成了距离新冠肺炎疫情潜在风
险最近的人，也成了旋转的“陀螺”。自 1月 24
全院取消春节假期以来，王永宏就一直坚守在
岗位上。他每天坚持坐诊，此外，作为雁江区
专家组成员之一，他还积极参与新冠肺炎诊断
与排查工作。

王永宏说，自己也恐惧过、斗争过，但身为
退役军人、医务工作者，他必须闻令而动。

这段时间，王永宏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
连续二十几天的连轴转，加之患有心脏病，他
憔悴了很多。然而，他依然加班加点接诊，仔
细筛查询问每一个发热病人，不放过任何蛛丝

马迹。“王医生常常一个人坐在电脑前，凝神查
看患者的检验结果，反复阅读患者 CT 片。”

“晚上他还要开会总结一天的门诊情况，部署
第二天的工作，每天回到家都已经是深夜了。”
看着王永宏这样忘我工作，同事们都担心他身
体吃不消。

然而，深夜回到家的王永宏工作也没有停
止。发热门诊患者的疑难病情会随时传到他
的手机上，等待他的会诊意见。更甚者，半夜
三更还要前往乡镇会诊发热病人，筛查是否为
疑似病例。

“王主任，今天你可以休息了，门诊、住院病
人交给我们吧。”面对科室同事的劝说，王永宏总
是摇摇头说：“没事，等过了这一段时间再说。”

王永宏夜以继日地守在抗疫战线，对于自
己的付出，他淡淡地说：“我是退役军人，又是
医生，这两个身份的使命不就是在这个时候冲
锋在前吗？我还能坚持，我相信此战必胜！”

退役军人不改军人本色，换上“白衣”，继
续守护一方安宁！

□ 任晓辉 本报记者 李小凤

“您好，请您测一下体温。”“最近有没有发
烧？”“请问您最近有没有外出？有没有与湖北
来的人接触过？”“感谢您的配合！”日前，雁江
区人民医院老区大门口预检分诊台前，护士们
一边认真地为前来就诊的群众测量体温，一边
亲切地问询着，让他们依次有序进入医院。

守在预检分诊台前的这群护士，都是充满
朝气的 95后“小花”。虽然她们刚刚到岗半个
月，但在疫情面前，无一人退缩，还纷纷主动请
缨到一线。

测体温、反复询问、登记信息、排查流行病
学史，这样一个简单的流程，预检分诊的护士
们每天要重复数百遍。但她们仍一丝不苟，仔
细筛查，不错过任何一个小小的细节。

董寒梅是这群“小花”中的一员，疫情发生
后，这个刚二十出头的姑娘，立马向领导请示，
自愿放弃春节休假，要求到抗疫一线工作，成

为了第一批入驻预检分诊处的护士。她说：
“作为刚上岗的新护士，临床经验不够，在临床
上帮不了大忙，但是预检分诊的所有流程绝对
能胜任。”

预检分诊实行 24 小时值班，和董寒梅一
样，6名 95后护士姑娘每天在料峭春寒中坚守
着，由于要反复洗手消毒，一双双白皙的手已
皲裂脱皮。

医院大门口风大、温度低，董寒梅、卓园、
凌岚莉、李璐希接连被冻感冒，在排查确定为
普通感冒后，门诊主任安排她们休息，她们却
纷纷拒绝：“不要紧，我们还可以继续工作，只
要多穿点衣服就好了。”

特殊时期，前来就诊的患者会出现恐慌，
作为入院的第一道防线，这些“小花”们还要耐
心地安抚开导患者和家属，提醒他们做好个人
防护、不要太紧张。

这些，看似都是小事，但她们做得认真、耐
心、细致，令人敬佩。

精准守好每位病人

他，是医院第一位志愿入驻医学观察病
房的请缨者——护士冷栋才。连续工作了近
半月，他依然精神饱满：“大家团结一心，一定
可以战胜这次疫情。”

我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
应后，市第四人民医院第一时间腾空一栋医
生宿舍楼，作为医学观察病房，专门接收疫情
期间返院的或新入院的患者，观察 14天未出
现新冠肺炎相关症状才能转入住院部。

医学观察病房暴露风险最高、工作最繁
重、条件最艰苦，可谓是防控“零”距离。“我身
体好又单身，况且是团员，这种时候就应该
上。”这位 90后男护士义无反顾地坚守在医
学观察病房。

作为“医三代”，冷栋才和 16位“战友”要
负责医学观察病房所有病人的生活护理、配
药给药、心理辅导，工作量很大，但他总是抢
着干：“我妈妈和外婆都是医务工作者，从小
她们就教育我，对待患者要像对待家人一样，
要关心、呵护他们。”冷栋才说。

竭力阻断传染源

疫情发生后，急诊科的出诊量大幅提高，
物资缺乏，人手紧张，严峻的现实摆在急诊科
护士长唐玉华眼前。

“我一定要保护好每一名患者，保护好每
一名工作人员。”特殊时刻，防护用品十分紧
缺，每一个口罩、每一件防护服，都必须确保
用在刀刃上，不敢有丝毫放松。虽然环境布
局有限，但是通过科学分区，规范管理，加强
人员管控，截至目前该院安全有序。

“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不能放松。”唐玉
华语气冷静而坚决。她表示，会和其他工作
人员一起，继续发挥急诊人的专业特长，竭尽
全力坚决阻断传染源。

抗“疫”镇定剂

他，是医院院务委员、国家级心理咨询师
何军，数十年的临床心理工作，让他在举手投足
间都饱含亲和力。在全员战“疫”中，他是一剂
镇定剂，能够有效缓解大家内心的恐慌和焦虑。

受疫情影响，居家观察者难免会出现恐
慌、害怕的心理；一线医务人员，一线工作者
也会面临巨大的压力；宅家的普通群众会产
生焦虑、空虚等心理问题。

作为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心理学专家，何
军参与制定了全市心理危机干预的应急预
案，对中心现已建立的三个心理危机干预小
组进行技术层面的培训和指导，确保专业心
理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团队能为更多的人服
务。同时，他也积极参与值守心理危机干预
热线，接受各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区的
邀请，上门开展心理危机干预的科普宣传。

“面对疫情，一定要保持自信。保持理性、
平和、积极向上的态度。我们是完全有能力，也
一定能够战胜此次疫情的。”何军眼神坚定。

为患者送药上门

在全国上下提倡“宅”家抗疫时，为确保
疫情期间居家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治疗和服药
的连续性，防止因疫情造成治疗中断，引起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症状复发，市第四人民医院
社防科、对外宣传联络部、精神科联合组成“送
医送药送温暖”医疗服务队。

医疗服务队筹集总价值 35 万余元的药
品，带着 5万余册健康宣传资料，自 1月 28日
起，深入雁江区 21 个乡镇、4 个街道，送医送
药到 3750名居家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手中，确
保了患者的治疗不因疫情而中断。同时，向
患者家属及周边群众讲解新冠肺炎防控知
识，进行心理健康教育，鼓励大家积极应对疫
情，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新冠肺炎疫情牵动全国人民的心，乐至县中医医院
74岁的名老中医唐伯亮，结合自己数十载的临床实践撰
写处方，交由医院转寄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希望能为抗
击疫情贡献绵薄之力。

王继琼 本报记者 李小凤 摄影报道

脱下戎装不改英雄担当
穿上“白衣”守护一方平安

雁江区人民医院

预检分诊台前的95后“小花”们

把担当写在抗“疫”一线
——市第四人民医院人物速写

□ 苏艳芬
本报记者 李小凤

疫 情 当 前 ，市
第四人民医院的医
务工作者舍小家顾
大家，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医者仁心”
的责任担当；他们
不畏艰辛，守护我
们的健康，是平凡
的“逆行者”。

基层医疗单位
织牢疫情防控网

乐至名老中医
为抗疫献处方

□ 本报记者 杨佳鹭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形势，雁江区各基层医疗单
位紧急行动，全面摸排返乡人员，深入开展入户宣传、疫
区返回人员一对一宣传，牢牢织起了疫情防控网。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散了新春佳节的喜悦和温情。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医疗卫生战线处于
抗击疫情的最前沿，全市医务工作者第一时间响应党中央号召，挺身而出、冲锋在前，不顾个人安危，以实干勇挑重担，为
人民群众筑起了生命安全防线。

王永宏（右）为患者诊治。

基层医务工作者为司乘人员测体温。

冷栋才教患者正确戴口罩。

何军坚守抗疫一线。

唐玉华忘我工作。

95后护士工作起来一丝不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