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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阎河

急诊科是处理急危重症的重
要场所，是医患一起与死神交战
的前沿。特别在当前新冠肺炎疫
情持续蔓延的形势下，急诊科更
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市人
民医院就有这么一支急诊医护团
队，他们夜以继日地奋战在疫情
防控一线，全力守护每一位急诊
患者的健康。

一年当中，急诊科最忙的时
候莫过于春节。而今年的春节，
对于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来说，又
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根据院党委的指示，
急诊科全面进入临战状态，休假
的召回，值班的继续，请假的放
弃。没有怨言，没有拖沓，有的
只是一封封饱含真情的请战书。
急诊科副主任陈海宏主动请缨第
一批进入医院发热门诊，他的脚
步是那么沉稳，他的背影又是那
么高大；副主任李论和副护士长
占娜作为支持市第三人民医院的
后备队员，随时准备投入到抗击
疫情的战斗中。其他医护人员则
在主任张翠萍、护士长徐利娟的

带领下，从农历除夕开始，24小
时奋斗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一
线。每天 8 时准时交班，24 小时
急诊病情动态传递交接完成后，
两班人员都会长长地松一口气。
每天早上的例行学习，从诊疗方
案到防控知识，从特殊病例到日
常护理，每一个人都做到了认真
解读。

该科不仅承担着院内急诊的
分诊工作，还承担着院前急救和
周边地区发热病人的转运任务。
疫情发生后，该科又主动承担了
夜间门诊的发热预检分诊任务，
确保24小时有人在岗，监控每一
个进入门诊的人员，确保不漏掉
一个。每当电话想起的那一刻，
所有出诊人员的脚步都比平时快
了几分。特别是针对发热病人，
每一次出诊就是一次战斗，他们
相互检查防护措施、相互鼓励加
油，从医生到护士，再到司机，
没有一个畏缩不前。

“当兵就当排头兵，从医当
作急诊人。”这是市人民医院急
诊医护团队的心声。现在，他们
依然坚守在抗“疫”一线，用
责任和使命捍卫着人民群众的
生命和健康。

守护战“疫”桥头堡
——记市人民医院急诊医护团队

本报记者 梁智玲

疫情当前，对市民来说，闭
门不出，是躲避病毒的最佳选
择。你可曾想到，我们避之不及
的确诊病例隔离现场，正是他们
必须奔赴的“战场”？疫情中，勇
敢逆行的背影最美，市疾控中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消毒防护组的组员们，为百姓
的生命健康默默筑起一道堡垒。

从 1 月 21 日起，他们 24 小时
待命，无论生死、不计报酬，确
保第一时间抵达疫点开展工作。

无论生死上战场

市疾控中心消毒与病媒生物
控制科科长梅树林紧绷的心情，
从去年 12 月开始。当时，武汉出
现新型冠状病毒，并迅速引起关
注。他在心里告诉自己：严密监
视，严阵以待，密切关注疫情发
展变化，准备随时投入到没有硝
烟的战场上。

1月21日，战役正式打响，严
峻的疫情面前，梅树林带领队伍
积极响应号召，迅速成立市疾控
中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消毒防护组，无论生死奔
赴“战场”。

1 月 22 日 10 时，消毒防护组
接到了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阳庙
镇聂村有武汉返乡人员，并出现发
热、乏力、干咳等典型症状的通
知。当时，我市还未报告确诊病
例，大家紧张的心情可想而知。在
梅树林的安排下，消毒防护组梁
森、张文明等人迅速前往疫点，对隔离区实施终末消毒。

“我是党员，应当冲在前面。”梁森奋坚定地说。一次性
工作帽、手套、外科口罩、护目镜、防护服、脚套……他们
按规定做好防护措施，按疫源地1:150比例配制两壶二氯异
氰尿酸钠消毒剂，先进入户内打通1.5米宽的安全通道，开
始对隔离区的地面、物体表面进行终末消毒。

汗水打湿了护目镜，背在肩上的消毒液似有千斤重，消杀
人员没有停歇，在最短的时间里保质完成了上千平方米的消
杀任务。尽管当天气温很低，但是脱掉防护服后，大家的衣服
都已经湿透了。两天后，此疑似病例最终确诊。在防控疫情
面前，消毒防护组严格履行职责，提前做到万无一失，展现了
新时代焦作疾控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与担当。

不计报酬赴前线

随着春节期间疑似病人流动，疫情快速蔓延。沁阳市、
温县、武陟县、修武县……消毒防护组工作人员忙得连轴
转，他们不计报酬，哪里有疫情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他们
用实际行动，为人民群众健康筑牢防线。

1月26日10时，消毒防护组接到沁阳市疾控中心的技
术请求，梁森、张文明等人迅速前往沁阳市疾控中心，对沁
阳市参与疫情防控的30多名工作人员进行了简短的消毒专
业技术培训。随后，他们又来到沁阳市太行街道罗庄村，对
我市第二例疑似病人生活区域进行现场消毒检查。生活区
域、物体表面，决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就连两辆被其使
用过的私家车，他们也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消毒，并现场指导
对车辆作封存处理。紧接着，他们又赶到疑似病人隔离的沁
阳市人民医院，进行全方位的消毒技术指导。

两天后，这名疑似病例最终确诊。“终末消毒绝不能放
过任何一个细节，否则就会留下隐患、埋下祸根。”梁森说。

“穿上这身防护服，就要对得起百姓的那分信任。”张文
明朴实的一句话，说出了消毒防护组全体战士的心声。1月
30日10时，市疾控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在办公楼前举行了阻
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集中宣誓活动，消毒防护组全体人
员面对党旗庄严宣誓，梁森、张文明、刘人宁等被当场选拔
为防控突击队员。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疫情来了谁人挡？市疾控中心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消毒防护组给出了答案。疫
情当前，一张“消杀地图”，真正展示了消毒防护组的逆行
风采：

1月31日，梁森等人赴温县对陈某某等3例疑似病人的
家进行现场消毒技术指导，喷洒消毒剂2100平方米；下午
转赴博爱县卫健委，对疾控、医疗机构、街道干部共80多
人进行现场消毒、个人防护技术培训；下午3时30分，张文
明、刘人宁等人到修武县对两例疑似病人的家进行现场消毒
技术指导；

2月1日8时，消毒防护组接到通知，派张要锋、张国
民等人前往解放区疾控中心，对消杀人员进行消毒技术指
导，并前往新华北街一号院及征云2号楼现场解决消毒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

2月3日10时30分，张文明等人到马村区疾控中心和疫
源地进行消毒技术指导；

2月3日下午，该中心纪检书记张艳带领梁森等人到博
爱县进行疫情防控督导；

2月4日10时，梁森等人到山阳区一疑似病人家进行现
场消毒；

……
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有如此过硬的逆

行战士冲锋在先，与病毒死磕，这场疫情阻击战我们必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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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传胜

“在传染病面前，没有谁不害
怕。疫情就是命令，作为一名从事
传染病工作的医生，我必须去，这
就是我的‘战场’，我责无旁贷。”
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四科（急性传
染病科）主任焦月琴接受采访时这
样说。

2003 年非典期间，作为该院
第一梯队队员，她在隔离病区和同
事们奋战了 50 多个昼夜。2020
年，她再次披上白色“铠甲”，义
无反顾地冲锋在抗“疫”一线，不
分日夜抢救患者，用实际行动践行
医者的使命与担当。

主动请缨 勇挑重担

“不计报酬、无论生死，坚决
服从医院的安排，不胜不归。”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焦月琴在请战

书中这样写到。在她的带领下，科
室 17 名医护人员纷纷在请战书上
摁下了手印。

作为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的
市第三人民医院，担负着全市新冠
肺炎确诊患者的救治重任。根据工
作需要，该院成立了 3 个救治梯
队，感染四科全体医护人员作为第
一梯队，负责确诊病区和疑似病区
的所有住院患者。

上前线，意味着冒险、意味着
战斗。焦月琴接到医院通知后，不
讲任何条件，迅速按照医院要求，
把科室所有住院患者转移到其他科
室继续治疗，对即将接诊的新冠肺
炎病区实行封闭式管理。接着，她
又带领科室人员加班加点准备药
品、器械，安排设置负压病房、隔
离病房，反复组织学习诊疗方案、
防控方案……

一系列紧锣密鼓的部署，见证
了她与时间赛跑的速度；一系列务

实有效的行动，彰显了她与病魔较
量的决心。

倾尽全力 抢救生命

在抗“疫”一线，她是临危受
命的白衣战士；在隔离病房，她是
冲锋在前的白衣勇士。

1月21日，该科收治了我市首
例疑似感染患者，经省、市专家组
会诊和核酸检测，这位患者被确诊
为新冠肺炎 （重症）。因为有了前
期充分的准备，焦月琴对新冠肺炎
的临床治疗已经了然于心、胸有成
竹。

新冠肺炎患者需要多次采集咽
拭子，而采集过程可能会出现唾液
飞溅，如果医护人员防护措施不
到，感染的概率就非常大，这让一
些年轻护士有了畏惧和退缩心理。
针对这种情况，焦月琴手把手、一
对一开展防护知识和操作技能培
训，确保每位医护人员都能够熟练
掌握操作流程，做好自我防护措
施。

在隔离病房，焦月琴积极配合
省、市专家组进行多次会诊，并及
时调整治疗方案。终于，经过4天
4 夜的精心治疗和守护，1 月 25
日，这位患者的体温恢复正常，症

状逐渐减轻，在两次病毒核酸检测
为阴性后，于2月3日上午治愈出
院。

“感谢你，焦主任，我能够在
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健康，是你帮
助我树立了战胜病魔的信心，消除
了恐慌的情绪，对你的感激不是用
语言能够表达的。”

在走出病房即将上车的时候，
这位患者突然转身对焦月琴深深地
鞠了一躬。

此时的焦月琴，眼眶也湿润
了。她深知，在没有确切特效药的
情况下，治疗过程中主要靠患者自
身的免疫机制，患者的自信非常重
要。因此，在治疗过程中，她总会
亲切地询问患者的感受，最大限度
消除患者的顾虑，增强患者战胜疾
病的信心。全市首例病人快速治愈
出院，也让焦月琴和她的团队增加
了战胜疫情的决心和信心。在焦月
琴和她的团队的努力下，又有两位
患者同时在2月11日治愈出院。

我将无我 不负韶华

从进入隔离病区战“疫”至
今，焦月琴已带领科室医护人员奋
战了20多天。

由于隔离病区工作强度较大，

医院安排每个梯队在工作 14 天后
可以轮换下来隔离休息。但是，随
着疫情的发展，每天入院的确诊患
者和疑似患者持续增加。为了缓解
医院人手不足的问题，原本计划轮
休的焦月琴改变了主意，她一边安
排其他人员开始轮休，一边再次向
院领导递交申请，请求继续留在病
区工作。她说：“现在正是用人的
时候，患者人数还在上升，疫情还
很严重，我留下来就能多尽一分
力。”此时的她，早已忘记了她和
爱人商量好在农历正月初一庆祝结
婚 30 周年的约定。如今的她，心
里只有隔离病区的确诊患者。

目前，该院一次性防护用品告
急，远远不能满足临床需求。在隔
离病房，焦月琴为了节省防护用
品，不喝水、少进食。“现在苦一
点、累一点，战胜疫情的那一天就
会早一天来到。”焦月琴如是说。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
趋之。焦月琴，一个在传染病临床
一线奋战了 30 多个年头的白衣天
使，当人民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时，
她用柔弱的双肩和同事们扛起了救
治全市感染患者的重任，用实际行
动书写着人生与职业生涯中最精彩
的篇章。

抗抗““疫疫””一一线线，，她冲锋在前她冲锋在前
——记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四科主任焦月琴

本报讯（记者朱传胜） 2月11
日，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发
热门诊换岗交接仪式举行，首批进
驻医护人员在发热门诊奋战了 21
个日夜后轮换休整，第二批医护人
员接力进驻。该院党委书记杨永

国，院长于拥军，副院长王虹、仝
峰以及该院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各
小组负责人参加了交接仪式，为再
出发的勇士壮行。

新冠肺炎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
发热，因此发热门诊可以说是抗

“疫”最前线。该院发热门诊开诊
以来，医护人员身穿防护服、戴着
防护眼罩和口罩接诊前来就医的发
热病人，其中我市第一位疑似病人
就是被紧急送到该院发热门诊，后
经过筛查得以排除的。

杨永国饱含深情地说，首批医
务人员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
危，积极响应党中央和医院防控工
作要求，取消休假，主动请战，始
终战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很好地
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作出了极大贡献。对此，
他代表院党委对医务人员的坚守和
付出表示肯定与感谢。他希望所有
医护人员在救治病人的过程中，一
定要做好自身防护，有任何的困难
和问题都可以随时向医院提出来，
全院干部职工是他们坚强的后盾。

“你们是新时代医护工作者的
楷模。”于拥军在讲话中说，新冠
肺炎疫情阻击战打响以来，进驻发
热门诊和发热留观病房的医务人员
承担了大量的医疗工作，几乎每个
人都是连轴转、超负荷，但每个人
都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圆满
完成了防控任务。他还介绍，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该院全力抗

“疫”，在参与市医疗救治专家组任
务的同时，还先后派出医务人员参
加援鄂医疗队、援市第三人民医院
医疗队以及支援市疾控中心新型冠
状病毒 PCR 实验室，充分展现了
医院的使命与担当。

据介绍，即将接力进驻发热门
诊的第二梯队医务人员中，有不少

人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大家
都没有后退、没有怨言，毅然投入
到一线工作中。比如，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医生冯磊，在此次换岗支
援工作通知下达后，其肋骨骨折没
有痊愈，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丝毫
犹豫与推脱；病案管理科科长、内
分泌科一区副主任周雪红，更是舍
小家为大家，把卧病在床的父亲和
牙牙学语的孩子托给亲属照料；全
科医学科副主任徐爱华在科室、门
诊及教学任务重、人手少的情况
下，服从组织安排，立刻投入到紧
张的抗“疫”工作中；康复医学科
副主任王占峰刚刚结束一年多的援
疆任务，又主动请缨投入到抗

“疫”一线；神经内科副主任孔侦
宇在疫情发生的第一天，就递上了
请战书，直到此次出发的前一刻也
没告诉家人……

在交接仪式上，杨永国将院旗
郑重地授予第二梯队。“疫情就是
命令，白衣就是战袍，我宣誓：我
已作好准备，听候党和人民的召
唤，坚决服从大局，义无反顾，勇
往直前，攻坚克难，共同战斗，众
志成城，奋战疫情，坚决打赢疫情
阻击战，坚决守护人民群众健
康。”院旗下，第二梯队的医务人
员齐声宣誓。

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发热门诊医护人员实现首次换岗

昨日，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治医师常卫华（右）和张阳（左）在“网上发热门诊”为患者提供咨询
和诊疗服务。为充分发挥互联网医院和互联网诊疗的作用，2月3日，市人民医院开设了“网上发热门
诊”，为发热患者提供在线咨询、疫情科普等服务。 本报记者 赵耀东 摄

该院即将入驻全封闭发热门诊的第二批医护人员。 刘 勇 摄

消毒防
护组工作人
员在对隔离
区实施终末
消毒。
高郑奎 摄

焦月琴（右）进入发热门诊。 蒋 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