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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贵宝、阳钦：
医疗“尖刀班”的“板房男孩”

2020年春节，对市第一人民医院来说，是一
个战斗的春节。我市抗疫指挥部将该院确定为
新冠肺炎治疗定点医院，全体医护人员临危受
命，毅然担起重任。

在该院三期工程建筑工地尚未拆走的活动
板房中，住着两名我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医疗
救治专家组成员，他们是该院感染性疾病科主
任肖贵宝、呼吸内科一病区主任阳钦。

这两位平均年龄 46岁的“老男孩”，组成了
该院抗疫“尖刀班”的“男子天团”。其中，肖贵
宝博士代表了我市感染性疾病诊疗的最高水
平。由于每天都在医院板房、隔离病区“两点一
线”奔走，在这个临时住所一住就是 48 天，同
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板房男孩”。

“我市发现的首例病人是重症患者，对我们
医疗组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早在1月20
日，肖贵宝所在的感染性疾病科就接到医院通
知，要求做好抗疫准备，全员待岗。为此，肖贵宝
迅速开启了备战模式：通过多次讲课，对医院全
体医护人员进行了新冠肺炎相关知识培训。收
治病人以后，他又通过电视讲课的方式组织相关
培训，让全院医护人员对疾病有了很深的认识。
与此同时，该院感染性疾病科多次开展穿脱隔离
衣及消毒培训，厉兵秣马备战抗疫。

“我参加过抗击非典、人感染猪链球菌、禽
流感等疫情处置。新冠疫情发生后，我自然应
当冲在第一线！”今年 54岁的阳钦，已然是一名
处置突发疫情的“老战士”。1月 24日晚，正在
家里看春晚的他接到“有高度疑似的病患入院”
的电话时，立马赶往医院。

从第一例病人入院，到最后一例病人出院，
肖贵宝和阳钦始终坚守在诊疗一线。他们说：

“不获全胜，我们不退！”
腾空第三住院部大楼、启用负压病房、成立

抗疫临时党支部攻坚、制定诊治方案和流程、到
发热门诊筛查病人、组织专家组讨论、开展5G远
程会诊、负责全市疑似病例会诊、按国家标准开
展诊疗的同时研究探索个性化诊治方案、接受各
种请示咨询会诊电话的轮番“轰炸”……市第一
人员医院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连轴
转”：记不清鏖战了多少个通宵，记不清有多少次
研究思考，他们枕戈达旦，以超常付出和迎难而
上、勇于挑战、甘于奉献的精神，守住资阳疫情防
线，守护全市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谈及此次诊治中印象最深刻、最有成就感
的事，肖贵宝、阳钦同时谈到了两个病例：确诊
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黄某、因心脏疾病引发肺
部感染的年轻小伙李某某。

黄某，20岁的大学在校生，从武汉返乡过年
时发病，送医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刚开始，我
们按照国家诊疗方案治疗，其肺部症状在短短
几天后消失。但病人的大便始终呈阳性，这让

我们费了不少脑筋、想了很多办法。”肖贵宝说，
黄某是我市入院确诊时间最早、病情最严重、治
疗时间最长、治疗情况最复杂的新冠肺炎患者。

作为四川省感染专委会委员、市新冠肺炎
诊疗专家组副组长肖贵宝和他的医疗团队展开
了攻坚之旅，找到一条适合黄某病情诊疗的良
好方案。他们围绕改变肠道病毒生存环境这一
目标，与市内多医院合作、中西医结合，打出了
一套漂亮的组合拳：个体化选用不同的抗病毒
药物、增强病人抵抗力、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
一番尝试下来，病人在入院 45 天后，大便病毒
检测转阴，并治愈出院。

另一病例，是 19岁的患者李某某。病人被
进医院时，已非常危险了。专家组立即组织多学
科专家紧急会诊，最终确定李某某为暴发性心肌
炎引发的肺部重度感染、消化道出血。经过 25
天的精心治疗，最终挽回了患者年轻的生命。

自疫情发生以来，该院发热门诊共筛查发
热病人1000余例，隔离留观60例。其中，确诊4
例，1例为重症。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医学留观
患者及确诊患者均已临床治愈出院，该院无一
例医护人员发生医院感染。

“党员同志发挥了冲锋在前、不怕牺牲、勇
于奉献的精神，带领其他非党员业务人员积极
进取、无私奉献。”“事实证明，我们是一支医疗
业务精、团队协作能力强、能打仗打胜仗的专业
化医疗护理团队。”肖贵宝、阳钦如是感叹。

戴传强：
抗疫战场上的“后援队长”

“尽管我是一名骨科医师，但疫情当前，我
首先是一名医生，一样能够支援隔离病区一
线！”该院隔离病区第二批应急医疗队队长戴传
强誓言铮铮。

抗疫是一场硬仗，需要发挥团队的力量持
续协同作战。在该院隔离病区首批进驻医护人
员持续作战 20多天后，医院党委决定增补医护
力量，紧急培训 55 人的后备应急医疗队伍。2
月 14 日，戴传强凭借其扎实的临床和科研功
底、管理协调能力，以及人感染猪链球菌抗疫经
验，被选派为第二批应急医疗队队长，开始了隔
离病区的医疗工作。

强化管理协调、查阅研究资料、查看患者医
嘱和检查检验结果、对病人加强心理疏导、按专
家组的意见为患者调整医嘱、为医护人员加油
打气……各种忙碌，戴传强成为了抗疫战场上
值得信赖的“后援队长”。

“没想到戴队长的小表格，竟然解决了大问
题！”

隔离病区作为临时成立的应急病区，医护
人员来自各个科室，配合需要磨合；隔离病区的
患者来得急、人数多，病患最多时达 30余人，且
诊治方案因人而异，一个病人一份医嘱，治疗方
案历经多次更新；为准确把握病情，每日各项检
查检验监测数据动态需要随时传送。同时，病

区要随时向省、市级疾控和医疗主管部门报告
病患详细情况和数据。

如何让工作事半功倍，让整个病区的管理
更加科学化、高效化，成为戴传强进入病区后思
考的首要问题。他将患者的入院信息、诊疗方
案、检验检查结果、诊疗信息进行全面梳理，并
用表格的形式建立台账，使各种信息一目了
然。同时，将台账推送到医院内网平台共享，供
各相关科室部门随时调阅，让隔离病区的运转
瞬间变得便捷而高效。

为更好为患者做好心理疏导、掌握患者心理
需求，戴传强和几位护士长一起，建立了隔离病区
患者微信群“关爱有你”，让医患双方信息互动、交
流互动、关爱互动，很好地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有时候需要帮助的，不仅仅是患者，还有
我们战队中的年轻成员。”针对年轻队员忐忑、
恐惧的心理，戴传强随时会给他们以鼓励，并在
隔离衣写上鼓励的话，陪他们查房。小年轻们
感叹：“有戴老师在，我觉得踏实多了，自己也能
很快进入工作状态！”

“这次战疫中，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团结的力
量！小到医院，大到国家，团结的力量所向披
靡，能战胜一切困难！”戴传强如是表示。

王美容：
隔离病房中的护理“主心骨”

第一时间冲进负压病房、隔离区工作 33天
后，被医院轮换下来休息，但由于“不放心”，又
再次返回战队全程参与抗疫。她，就是该院感
染性疾病科代理护士长王美容。她说：“我的战
场，以战止疫！”

“最危险的，就是负压病房了。主要是大家
对这个病毒未知，充满恐惧。”1月25日凌晨，两
名病人相继收治进入负压病房，王美容也随同
进入开展护理工作。

“从进入负压病房开始，我已经没有了时间
概念，隔离区没有白天黑夜，只有病情与守护。”
有人问她怕不怕？她说：“从穿上白衣的那一刻
起，我就是一名‘战士’。‘战士’必定属于战场，
哪有时间去思考怕与不怕？”

29岁的王美容第一次参加大型疫情处置，
刚开始总担心自己做不好这方面的工作。后
来，在医院护理部的协调下，大家一起安排人
员、一起制定规章制度、进行物资协调，很快让
隔离病区的工作有了头绪。

此后，王美容成为了隔离病区护理的“主心
骨”：准备病区防护物资，监督病区防护措施，为每
名进入病区的医护人员反复检查防护是否到位，
给医护人员及护工清洁工反复作防护培训，做好
负压病房、隔离病房、发热门诊的消毒防护工作。

“有时一天要接到 200 多个电话！最累的
时候，倒在地上或者靠在墙上就能睡着……”

“这次疫情，我最愧对的是家人。5岁的儿子经
常给我打电话，担心他的电话占线影响工作，我
只好简单敷衍他几句，然后匆忙挂掉电话……”

担心她身体吃不消，在王美容坚守 33 天
后，院领导安排她轮换到隔离点休息两周。但
仅仅休息了一周，她便主动请缨回到战队，她
说：“那是我的战场，我不在，不放心！”于是，她
再次回到了岗位，直到病患“清零”。

王美容在抗疫日记中写道：“隔离区隔离的
只是病毒，隔离不了爱与温暖。各级领导、单位
同事时刻都往隔离区里输送着关爱与支持。在
战场上，我没有流过泪，但当我看见单位同事们
请战书源源不断地上交时，我哭了。”

她说：“看着病人一个个从隔离病房出院，
我由衷感到高兴。病人的健康和感激，是对我
们最大的回馈！”

向莉：
大病初愈上战场的“兜里有糖”

44岁的向莉，市第一人民医院护理部副主
任，2018年因患胃癌，胃被切除了2/3，身体尚在恢
复期。但这位“女汉子”主动请缨参与抗疫工作。

“看到大家在隔离病区那么忙、那么拼，我
又熟悉护理工作，所以想到要去为战友们服务、
为他们分忧。”

向莉自己发现了战斗岗位：到第三住院楼
协助撤离感染科、肿瘤科病人为隔离病区腾出
病房，到隔离病区发热门诊卡点筛查病人，为隔
离病区协调物资安排、物资运送和发放，为隔离
病区战友们做好后勤保障服务。

该院第三住院大楼是一栋独立楼房，隔离
病区就设在这里。因患者分为确诊和疑似，为
防止疫情扩散，科学规划收治病人的路线尤为
重要。感染科代理护士长王美容与向莉电话联
系，在短短 1天时间，两人协同院感科共同商定
了病区“三区两道”行走路线。严格执行院感流
程，并做好地面标识路径指引，一同将多名确
诊、疑似患者顺利送入隔离病区，确保了患者和
医护人员的安全。

由于胃只剩下1/3，身体随时可能会出现低
血糖反应。于是，她准备了糖，每隔两三个小时
就补充一次糖分。看到她辛苦忙碌的身影，同
事劝她注意休息，而她总是回答：“没事，我兜里
有糖！”于是，“兜里有糖”成了她新的代名词。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资阳的医护人
员们无论是饱富战“疫”经验的老战士，还是心
存恐惧的年轻队友，他们在关键时刻冲锋在前，
在挥汗如雨中一路成长，彰显出他们的责任和
担当。更在一边恐慌、一边勇敢中破茧成蝶、淬
炼成钢，用一己之躯阻挡病毒，护卫全市人民的
静好安康！

致敬，逆行中的资阳白衣战士！

资阳“清零”后
听医护人员讲述他们的战“疫”故事

□ 本报记者 胡佳音

3月12日，随着4名确诊病人中最
后一位患者唐某某的治愈出院，我市
现有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及医学留观病
人“清零”，同时实现确诊患者零死亡、
医护人员零感染，资阳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送走最后一名治愈者，市第一人
民医院新冠肺炎治疗团队的医护人员
如释重负。

“太好啦，终于清零了！”“这是医
疗团队攻克下的难关，更是全体资阳
人民攻克下的时艰！”阵阵感叹，不绝
于耳。

日前，记者走近这群逆行的白衣
战士，听他们讲述了40多天以来的战

“疫”故事，以及他们经历的一个个难
忘瞬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践行

□ 本报记者 卢凌嘉

走访、调查、讨论……3月19日，为顺利推
进2020年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资阳市、雁江区
住建局、社区工作人员和各小区居民到老旧
小区改造工程九曲河社区示范点，进行实地
勘察。

老旧小区改造涉及千家万户，不同的小
区存在不同问题、居民的需求也不同。为此，
雁城九曲河社区以“民有所需，改有所为”为
出发点，在改造的 40个小区中组建居民自管
委。“每个小区自管委的成员有 3到 5人，居民
投票选出，由他们负责收集居民意见。”九曲
河社区党委书记钟亚萍说。

据悉，居民意见收集上来后，社区再将大
家的意见进行筛选汇总，对诉求合理、切实可
行的需求逐项研究，形成小区改造初步方
案。“我们今天是第二次和相关部门人员及小
区居民进行实地勘察，在初步改造方案基础
上往深、实、细处走。”钟亚萍介绍。

“小区下水道堵塞严重，一到下雨就渗
水……”家住西门桥 11号小区的自管委主任
邓伟与部门工作人员商讨解决办法。在雁城
外西街 55号小区勘察时，工作人员发现一栋
两层建筑墙面局部开裂，屋面也有不同程度
破损，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且属违法建筑，立
马联系违建业主单位到现场查看、解决问题。

据了解，2020 年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改
造范围原则上为资阳城区内2000年以前建成
具有合法产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严
重老化、缺失，房屋结构安全，不宜整体拆除
重建，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住宅小区。改造
工程计划于今年5月底之前动工。

老小区怎么改
居民说了算

本报讯（记者 郭菁）3月 13日，雁城居民
张先生打进本报新闻热线26656119反映，桥
亭子街 48 号、64 号两栋楼的下水管道堵塞，
影响居民正常用水，且污水横流，臭气熏鼻，
希望有关部门尽快解决。

当天下午，记者来到张先生所说的位置，
看到桥亭子街 48 号和 64 号两栋楼之间的空
地入口被蓝色塑钢板围了起来。记者通过64
号楼底楼商铺的后门进入空地，这里大概有
半个篮球场大小，地上满是泥土、建渣、垃圾
和野草。楼上的污水通过排水管和居民自行
改造的管道还在源源不断地排到阴沟里。阴
沟中的污水溢出，在地面上形成了大小不一
的水塘，散发出明显的臭味。

说起排水沟问题，张先生有些无奈：“现
在是我家的污水排不出去，楼上的污水还要
倒灌进我们底楼的厕所。”

记者从桥亭子社区了解到，原来 48号和
64 号楼的排水沟每年会进行 2 到 3 次清淤。
去年 10 月份，两栋楼之间面积 437 平方米的
违建拆除后，排水沟被厚厚的建渣和泥土埋
在下面，无法再次进行清理。最近社区就居
民所说的问题向相关部门反映。社区党委
书记舒晓琴告诉记者：“雁江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回复说，这个小区原计划是今年 6
月份即将打造的老旧小区示范点之一，现在
为了尽快解决排水沟问题，会提前实施，跟
着就动工。”

3月 22日，记者获悉，该水沟问题已在整
改中，预计月底完工。

排水沟堵塞居民烦心
社区立即协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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