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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休假，全员上岗，坚守一线！”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1月24日，农历己亥年

大年三十，威海海大医院院长谷祖涛一声令下，全员取
消休假，全体返岗，全身投入到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中。

吹响战“疫”集结号！疫情发生后，海大医院被委以
重任，承担了设置发热门诊、高铁威海站和威海汽车站
进出旅客体温检测、隔离观察点标本采样、社区居民居
家隔离医学观察指导环境消毒、为返威复工人员千里护
航等工作。海大医院全体医护人员以超人的胆识和过硬
的专业技术，毫不畏惧，不分昼夜，全力以赴奋战在防控
最前沿，为威海人民筑起了一道坚固的生命防线。

上善若水，慈怀天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刚刚过
完十二岁生日的海大医院，已经成为威海民营医疗首屈
一指的领军力量，如今疫情尚未完全结束，但60多天的
一线“战疫”，不仅体现了“疫”情肆虐下以海大医院为代
表的民营医院“白衣战士”的激情与使命，更是体现了危
机之下，海大医院的速度、温度、和担当。

即刻冲锋一线！

这就是海大速度

这个春节，注定不平凡，新
冠肺炎疫情拉响警报，病情来势
凶猛，很快就从武汉向外传播。

1月 2 2日，威海市确诊首例
新冠肺炎病例，海大医院率先决
定全员取消假期，全体返岗，迅
速成立新冠肺炎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困难面前，党员做先锋！医
院党支部也第一时间组建党员
先锋队，并踊跃为疫情捐款。

1月 2 4日，按照市委市政府
的部署，海大医院承担威海高铁
站和汽车站的进出旅客体温检
测工作。“两站”是进出威海的重
要交通枢纽，日均客流量三四千
人次，需要一个不落地测量体
温，任务相当繁重。为了更好的
全面防控，全副武装的“海大战
士”每天从早上 6点到岗到晚上
11点撤离，认真测量、反复询问，
同样的动作、同样的问题一天要
重复上千遍。放弃与亲人团聚，
直面危险第一线，所有海大人没
有一句怨言。

与此同时，作为威海市21家
定点发热门诊医疗机构之一，海
大医院不但第一时间辟出专门
发热门诊专区，开通了发热患者
专用通道，防止直接接触，更是
在面对人手不足、防护物资紧张
等困难时，仍旧抽调出内科系统
医生24小时坐诊。为了节省防护
物品，医务人员们只能疲劳作
战，少喝水甚至不喝水，为的是
一个班十几个小时不上厕所，每
天发热门诊、科室门诊、病房连
轴转，工作 1 6 、7个小时都是常
态。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
防线。海大医院下设 8个社区卫
生服务站的医护人员，每天循环
往复穿梭在社区，消毒、发放告
知书、宣传防疫知识，协助做好
外来人口登记管理、居家医学观
察及密切接触者追踪调查，指导
辖区企业复工复产。

当复产复工迫在眉睫之时，
参与指导企业做好复工准备，随
车护送外地工人返威，进行职工
体检等工作，用专业服务“铺”就
外来人员安心返港路。

2月 2 8日下午，已经连续奋
战了一个多月的海大人，再次派
出6名护士与其他单位人员一起
进驻一处集中隔离观察点，负责
为145人检测体温、心理疏导、公
共区域消毒、分送食品及生活用
品、收拾运送生活垃圾和医疗废
物等一应医疗、生活服务工作。

每一天的坚守都是对生命
的敬意，每一天的付出都是对责
任的诠释。

面对疫情，在院内，海大医
院不断完善、修订各项制度，落
实有效的院感防控措施，坚决监
督执行到位，确保患者就医环境
安全。对最新制定下发的有关新

冠肺炎诊疗防控预防等方面文
件，组织全员线上培训，确保人
人都成为行家里手；制定了一系
列院感配套流程措施，明确患者
检查、转运及医用防护物品使用
的规范流程，并加强培训，做到
人人熟练掌握；每天不少于两次
消毒，覆盖院区每个角落，不留
死角。对住院病人一律不准外
出，陪护人员固定为1人，持通行
证进出，谢绝探视；来院人员一
律测量体温，进行预检分诊，发
热患者由专人陪送至发热门诊
进行问诊；所有电梯口安排专人
把守，谢绝一切无关人员进入病
区；实行送餐制度，禁止在餐厅
内就餐，坚决阻断院内交叉感
染，保障患者及家属安全。

前方战场危机四伏，海大人
从未退却；后方阵地隐患众多，
海大人冲锋在先。

人人都在坚守！

这就海大担当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疫情
当前，作为威海民营医疗机构的
领头羊，海大医院全体医护人员
冲锋在前，有的员工早已退居二
线却又主动请缨，有的老专家主
动请求为发热门诊医生替班，有
的护士刚刚做了母亲提前强行
给孩子断奶，有的医护人员主动
请求奔赴一线加入援助湖北后
备医疗队。这些最美的逆行者，
他们不顾生命的危险，只为践守
医者的承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
名字：海大人！

海大医院副院长郭华卫，是
这次疫情防控工作的具体组织
者和实施者，前方、后方一应事
务都需要他参与协调、调度、指
挥、监督，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从
正月初一到初十，他一直都在医
院。“最忙的时候一晚上只能休
息四五个小时，根本睡不踏实，
就怕漏了重要电话和信息。”郭
华卫说。

任喜英副院长初一从外地
赶回后就扎根在威海高铁站，担
任“两站”体温检测工作前线总
指挥，连续一个多月不换岗。疫
情爆发正值春运期间，人员流动
密集，任喜英带领医护团队每天
工作将近17个小时，不厌其烦地
逐人测量、反复询问、详细记录
信息。

“牺牲自己的时间不怕，我
要为全市人民筑起一道 "外防输
入"的牢固防线。”任喜英坚定有
力的说。

急诊科主任曲英娥，从事急
诊工作近30年，重症救治和应对
突发事件经验丰富。自疫情爆发
以来，她天天在医院内连轴转。

“我一直处在离发烧病人最近的
地方，只要有需要，一个电话，我
随叫随到。”曲英娥说。

丛大龙，资深内科大夫，是
发热门诊的主力，持续在发热门
诊坐诊。同时，他还要处理科室
各项事务，一天忙上16个小时都
是常态。即使疲惫，他也坚持在
岗。“身为呼吸内分泌科主任，面
对疫情，我责无旁贷！”这是丛大
龙发自肺腑的声音。

原院感科主任李铭，虽然已

经退休，但面对疫情，她毅然选
择重返岗位，带队参与集中隔离
点标本采样工作。院感科主任王
方，父母都在新疆，多年没有回
家团聚。腊月二十九辗转千里刚
回老家，得知消息后，即刻预定
返程机票，初一晚间已返回工作
岗位。

危急时刻的海大力量早已
不是一个个体，而是凝聚成为一
种精神，他们是迎难而上、毫不
退缩的康复医学科医生丛上斌；
是防控疫情哪里需要，我就去哪
里的海大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生
宋军洋；是写下一篇篇战疫日
志，用生命保卫生命的海大护理
团队的护士们。

一个都不落下！

这就是海大温度

真心呵护患者、用爱心温暖
患者、用热心帮助患者。2018年，
海大护理院获得了“山东省医养
结合模范示范单位”及“山东省
敬老文明号”称号，顺利通过省
级养老机构五星级评审；2019年
国家作为医养结合典型经验予
以推广。

作为海大医院的品牌项目
之一，疫情面前如何让护理院的
老人们度过难关？就在疫情肆虐
之时，在海大护理院还生活着上
百位老人，他们都是疫情中的易
感人群，如何能保证老年人的健
康，做好老人的疫情防御工作？
院领导们费了不少心思决定，海
大护理院实行封闭管理，谢绝亲
属探视，采取微信、视频等形式
与家属沟通，使家属安心放心。

整个疫情期间，海大护理院
从领导到基层员工，舍小家为大
家，2 4小时坚守在院，与老人同
吃同住，没有一人离开岗位，忠
实践守着“保护老人、守护健康”
的使命职责。不仅如此，海大护
理人不畏惧、不退缩、不抱怨、知
难而上，争着抢着干工作，院领
导为弥补护理员人手不足的情
况，冲到一线协助做护理工作。
海大护理人用强烈的责任担当，

严格执行防控措施，将危险挡在
院外，为老人筑起一道坚固的生
命防线。

在海大护理院康养五区，入
住了23位老人，大部分都不能自
理，甚至还有气管插管老人和植
物人。本来人手就紧缺，加上受
疫情影响，原本11个人的护理小
团队，如今只剩下了 8 个人。穿
衣、吃饭、洗漱、洗澡、理发、翻身
叩背、擦身、大小便 . . . . . .所有老人
生活上需要照料的工作都由护
理员全部来承担。

“8个护理员照顾23位老人，
对我们来说，工作量确实有点
大。以往春节，老人还有家属全
天陪同、照看，今年情况特殊，虽
然人少，但我们跟平时工作一样
认 真 、负 责 ，一 件事情 也 没 耽
搁。”海大护理院康养五区护理
员组长王春燕说。

此外，海大医院中医科还结
合全省中医诊疗方案拟定了防
治疫情工作方案，对护理院的老
人开具预防中药清肺排毒茶、中
药磨粉装香囊避疫，从而达到了
扶正固表、补肺养阴、气阴双补
的功效，提高机体抵御病邪的能
力。

由于老人有基础疾病者偏
多，因此用药方面尤为谨慎，根
据个人体质辨证论治，中医科为
护理院200名老人精心研制出防
感中药方煎剂每日服用，增强老
人自身防护能力。

医者父母心，悬壶济天

下；心忧苍生苦与乐，海乃

成其大。

疫情当前，海大人交给

威海市民的这份答卷，是用

热血写成的，也必将换来威

海市民的肯定和称赞！

“海大医院将疫情防控

斗争作为践行初心使命，体

现担当作为的试金石和磨

刀石，我们必定坚定信心、

团结奋战，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威海海大医院

院长谷祖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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