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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战“疫”，守卫百姓健康
历下区人民医院交出人民满意的“抗疫答卷”

党建引领 团结奋战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医院党委
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市区委的
部署要求，把疫情防控作为当
前最大的政治任务，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坚强的
政治保证。”历下医院党委书
记刘文罗如是说。

在医院的疫情防控体系
中，讲究“快”“学”“访”“广”四
字诀，对防控难点进行重点部
署、重点工作，将疫情发展的
可能性扼杀在摇篮之中。

医院党政领导班子高度
重视、迅速响应，第一时间成
立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处
置领导小组和专家组，对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全面动员、
及时部署。领导班子成员深入
一线，靠前指挥，发挥了党员干
部做表率的作用。1月29日，改
扩建隔离观察病房，24小时建
成了隔离病区；一夜之间设立
好4处隔离观察点，转运密切接
触者上百人。

“学”字强基，注重动态更
新疫情防控诊疗标准，不断强
化学习，及时跟进疫情防控知
识更新，组织医院全体职工学
习跟进《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
诊疗方案》1-7版，为“科学防
治、精准诊疗”打好坚实的理
论基础。

“访”字暖心，院党委成立
联合医院工会定期到重点科
室进行走访慰问，让一线及全
体职工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
与关怀。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
期发出《致全体职工的一封
信》，向全体职工在疫情期间
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工作作
风表示感谢。定期到援助湖北
职工家中走访，详细询问生活
中、工作中的困难和需求。

“广”字为本，加强宣传力
度，树立榜样标杆，激发党员
群众看齐意识。利用LED、微
信公众号、悬挂横幅等发布及
转载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防治知识，做好疫情防治基本
知识的宣传和普及，社区工作
人员入户开展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防范和科普知识。

逐层推进 积极应对

历下医院成立了医院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和诊疗
专家组，梳理了发热病人预检
分诊流程，开设24小时发热门
诊和专家咨询热线，医院领导

班子成员按照上级通知自正
月初一开始就坚守岗位并靠
前指挥，为打好疫情防控阻击
战做好一切准备。

1月21日距离春节放假还
有两天的时间，医院决定开设
24小时发热门诊，院内党员带
头放弃春节休假主动请缨到
发热门诊值班。开通绿色通
道，在院门口、大厅前门明显
区域放置发热门诊导示牌，引
导患者准确快速的到发热门
诊进行诊治。

22日，选出内科、心内科、
神经内等4名经验丰富的医师
充实到发热门诊进行24小时
值班，严格按照指南规范诊
疗，确保不漏查、不漏治。目前
医院已经接诊37人次，留观2
人，截止到目前还没有发现确
诊病例和疑似病例。

27日，由于冬季本身就是
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考虑
许多发热患者本身仅是普通感
冒或者其他非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引起的发热、胃肠道反应等
症状，医院开设发热门诊24小
时专家热线，与区12345热线合
作，通过电话连线方式对患者
进行解答，及时疏导患者情绪，
减少感染和暴露的几率。

29日，医院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研究统筹
医院现有医疗资源，调配人
员、物资、设施，保障抗击疫情
一线的使用，调整医院后院办
公室楼为待检隔离区，提供为
有密切接触史、且有典型症状
的人员使用。

院内防疫，防微杜渐

发热门诊是医院院内防
疫的“绝对一线”，做好发热门
诊防控工作，有利于辖区防疫
工作的顺利开展。自1月21日
历下医院发热门诊实行24小
时值班制度以来，它就像一架
精密运转的机器，每块齿轮都
在严丝合缝地运行着。

发热门诊值班医生在发
热诊室认真接诊每一位发热
患者，根据下发的诊疗方案，
详细询问流行病学史、临床症
状、既往史等，并做好门诊病
历书写工作。发热诊室实行一
人一诊室，降低了交叉感染的
风险。为了提高发热患者就诊
效率，避免交叉感染，实行了
发热门诊一站式服务。

通过采访记者了解到，在
历下医院确诊首例病例后，医
生等待120负压转运车前来时，
门诊负责人“武装”好进入了隔

离留观区，一步步指导值班护
士做好确诊病例的转院交接事
宜。他表示，一定要把病人交接
好，一丝不苟地做好终末消毒，
一点差错也不能出。

全院疫情防控一盘棋，
身处院内防疫一线的发热门
诊，得益于全院各科室的紧
密团结和协作配合。为了减
轻一线人员的工作压力，满
足更多的发热病人隔离治
疗，医院火速腾出一座办公
二层小楼，后勤保障、信息维
护、器械设备等工作人员在
医院领导的指挥下，加班加
点地开展起改建工程；医务
科、护理部第一时间从临床
科室抽调了8名业务骨干参
与到24小时值班；医疗设备、
防护物资，一点一点地充实
配备，短短几天，一座初具规
模、设备齐全的发热隔离病
区迅速建成并投入使用。

责任落实，以小见大

在院内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之余，历下医院还积极做好
辖区定点隔离留观点的医疗
保障工作。据了解，根据辖区
现实情况以及相关部门要求，
历下区共设有8个集中隔离
点，历下医院分管副院长甄燕
负责统筹工作，并担任其中一
个留观点的负责人。

3月19日，记者相约采访
了该院神经内科住院医师、其
中一个留观点负责人黄漫。2
月12日，当她接到“守卫留观
点”命令之时，黄漫立刻与同
事们一起奔赴辖区防疫一线，
直到3月1日，黄漫才有时间第
一次“走”出隔离点。但还未完
成自我隔离时间，她又再次回
到了隔离点。

“疫情防控有新的需要，
咱就得顶上。”黄漫说。由于防
护服、护目镜等防控物资稀
缺，黄漫与同事们在穿上防护

服前就减少进食和饮水，避免
穿脱防护服造成的资源浪费。

据了解，甄燕在历下区指
挥部坐阵前方，负责协调解答
疫情防控问题。每当医院接到
上级部署筹备建设重点人员
隔离点观察点时，她都是连夜
紧急组建，并及时将重点人员
转运至隔离点。从医院转到

“集中隔离点”或者我市定点
收治医院，这其中必不可少的
就是“转运环节”。

透析科护士长夏艳霞负
责协调科室的各项运转工作，
还要为病人跑前跑后地办理
出入院手续，交接化验标本，
领取各类防护用品等既繁琐
而又重要的工作。医护人员进
入感染区前，她不厌其烦地一
遍遍检查防护服的穿着是否
正确，不漏掉一丝细节，达到
百分之百安全才放心。

儿科护士李玲充分发挥
了自己的专业特长，像对待小
孩子一样不厌其烦地给病人
安慰、解释，让病人不安恐惧
的情绪得以缓解，安心接受配
合治疗；神经内科护士贾娜有
着多年病房工作经验，接诊病
人、处理医嘱、入院评估，每一
项工作都做到严谨、求精；眼
科护士陈浩身体瘦弱，但工作
细致认真，为病人送饭、打扫
房间、卫生间消毒、垃圾清理
等每项工作都踏实完成，她从
来不说苦，倾尽所能地把病人
护理好；体检科护士杨淑美是
队伍里年纪最小的，平时不爱
说话，但工作起来却毫不含
糊，每次交班前都把各项工作
提前完成，各区域的卫生也打
扫得干干净净。

在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
战争中，历下医院全体职工战
斗在防控第一线，以一往无前
的勇气，战之必胜的信心、无
坚不摧的气魄，为坚决打赢这
场疫情防控总体战、阻击战贡
献着自己的力量。

战“疫”英雄：

王振东：做好严防死守

“疫情凶猛，哪有什么考虑时间，咱
干的就是这个工作！”回想起战“疫”开始
之初的情形，历下医院院长王振东仍然
历历在目。

在除夕夜里，王振东就主动放弃了
休息，紧盯疫情发展变化，周密制定方案
预案，采取多项救治措施，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救治这场硬仗。在接到疫情防控
命令之后，历下医院迅速成立以王振东
为组长的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和疫情防控
专家组，并安排各个职能科室迅速进入
战备状态，备齐备全救治药品、医疗器
械和防护用品。他亲自带领相关科室人
员进一步完善发热门诊建设，抽调临床
精兵强将组成一、二、三线疫情救治医疗
工作组。

按照济南市相关办法和通知，在门
诊、急诊、儿科设立了预检分诊，进一步
完善发热门诊，严格执行发热病人接诊、
筛查流程。为了使每一位发热别人得到
准确的诊治，尤其是碰到高度疑似患者
时，王振东不顾个人被传染的风险，亲自
带领专家组讨论分析患者病情，宁愿十
防九空，绝不错失一个感染患者。

战“疫”前线：

冲锋前线，得胜而归

3月17日，当两架从武汉飞到济南的
飞机缓缓降落在济南国际机场之时，历
下医院两位援助湖北的护士王松、马腾
也随之回到了日夜想念的家乡。

2月5日，济南公布第四批共十六名
驰援武汉的医务人员。历下区人民医院
主管护师王松、护师马腾位列其中。两位

“85后”骨干护士，带着历下医院每一位
同事的祝福，奔赴抗疫前线。在出发之
前，她们剪短了长发，带好防疫物资，怀
着必胜的信念离开了济南。

王松和马腾在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担
任护理工作，她们与参与武汉战“疫”的

“山东队”队员们一起，为武汉的新冠肺
炎患者构筑起了一道“健康长城”。

“本来以为，我们到了武汉主要负
责病人的日常护理工作。去之前我们
还专门学习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的治疗、护理常识，没想到在现实工作
中这都成了‘细枝末节’。”马腾介绍，
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收治的都是轻症患
者，护士们的日常工作主要集中在发
放口服药、每天定时观测病人的生命
体征等方面。

每每有患者出院，王松和马腾都会
发出最美的微笑。王松说：“病人出院，代
表我们又向着最终的胜利迈出了一步。”
一位老人出院时，对着王松竖起大拇指，
说：“山东人，够仗义”。这也让在场所有
的医护人员的心里暖暖的。

(通讯员 庄辉 王静)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
就是责任”。2 0 2 0年之
春，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成
为了重要工作。济南市历
下区人民医院 (以下简称
“历下医院”)在刚刚打
响这场“疫情防控战争”
之初，就迅速响应、展开
行动，无论是在发热门
诊、隔离观察病房建设方
面，还是协助辖区管理定
点隔离点，尤其是支援湖
北省防疫一线的工作方
面，都取得了令人骄傲的
“历下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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