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29日下午袁市政府副市
长龙国英一行来到医院袁调研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救治工作遥 陪
同调研的有市卫生健康委党委
书记尧主任沈杰袁市卫生健康委
副主任万鹏袁 市疾控中心主任
陈海婴等遥 医院院长熊少云尧党
委书记吕定英等院班子成员接
待调研遥

龙国英一行来到该院应急
指挥中心袁了解医院发热病人收
治情况尧 医疗救治物资使用情
况遥 在医院远程会诊中心袁龙国
英与隔离病房的医生进行了视
频通话袁对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
员表示深切问候袁嘱咐他们在紧
张忙碌的医疗活动过程中要做
好隔离防护袁注意自身安全遥 在
隔离病房医护人员的生活区袁龙
国英与病房科主任周玉龙博士

和医院护理部主
任胡敏华亲切交
谈袁了解病房病人
治疗情况和医护
人员工作生活情
况袁并嘱咐大家在
工作之余要好好
地休息袁 注意营
养袁保重身体遥
龙国英指出袁

大疫当前袁南昌市
第九医院作为南
昌市定点救治医
院之一袁对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了
有力部署袁医务人员都在有序开
展救治工作遥对医院医疗救治急
需的物资尧设备等袁要想办法创
造条件予以解决遥医院医护人员
舍小家顾大家袁以大无畏的精神
奋战坚守在抗疫一线袁充分展现

了医务工作者敬佑生命尧救死扶
伤尧甘于奉献尧大爱无疆的职业
精神遥社会各界都要多关心支持
医院的疫情防控工作袁 同舟共
济袁群防群控袁坚决打赢这场抗
疫阻击战遥

（院务部张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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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市上下全力投入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之际袁
1月 28日下午袁南昌市纪委市监委
驻市卫生健康委纪检监察组组长
赵海金带队袁来到医院袁实地督查
疫情防控工作袁看望慰问奋战在一
线的医护人员遥

南昌市第九医院是我市防控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定
点医院遥 督导组前往该院急诊科看
望了急诊值班的医护人员袁并认真
听取了医院应急办主任尧院党委书
记吕定英所作的疫情防控工作汇
报遥 督导组详细了解了隔离病区设
置尧病人救治尧应急物资准备尧人员
值守尧医护人员休息等相关情况遥

随后袁 督导组与隔离病房的

医务人员视频连线 遥
赵组长表示袁医护人
员舍小家为大家袁坚
守在一线袁向大家表
示慰问和感谢 遥 同
时 袁他指出 袁一是要
加强防护袁不能赤膊
上阵袁务必保证一线
医务人员的安全曰二
是要加大应急物资
采购力度袁制定紧急
采购程序袁确保物资供应到位曰三
是要强化来院人员体温监测 袁加
强对就诊患者和保安尧 保洁等人
员佩戴口罩的监管曰 四是要及时
上报医院在防控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和困难袁以红头文件形式袁一事

一报曰五是要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袁
大力宣传疫情防控中的好人好事
和鲜活事例曰 六是要加强党员干
部带头示范作用袁以点带面袁让党
旗在阵地中飘扬遥

（医院纪委 万玉玲）

驻市卫生健康委纪检组
深入防控一线督查慰问

2月 3日上午袁 南昌市总
工会党组书记尧主席李福如袁市
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尧 常务副主
席李林袁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尧副
主席邹循泷袁 市总工会党组成
员尧 市教科文卫体工会主席钟
东等一行 8人袁 代表南昌市总
工会来到医院袁 慰问奋战在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救治一
线的医院职工袁并带来了 10万
元人民币的慰问金遥 医院院长熊
少云尧 党委书记吕定英等院领导
及部分医疗专家和医护人员代表
参加了简单的接受仪式遥
李福如详细询问了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收治情况袁医院目
前还存在哪些困难袁并谆谆嘱咐医务
人员一定要做好隔离防护袁 好好保
护自己袁保护自己就是保护患者遥

院长熊少云代表全体奋战在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抗疫一
线的职工袁 衷心感谢在这特殊时
期市总工会领导给予的亲切关
怀袁表示一定要举全院之力袁克服
困难袁 全力以赴做好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救治工作袁绝
不辜负总工会领导的嘱托和社会
各界的期望遥 （工会 熊国荣）

2月 8日下午袁市委副书记尧代市
长黄喜忠来到医院袁 看望慰问在抗击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一线的
医护人员遥市政府副市长龙国英袁市卫
生健康委党委书记尧主任沈杰袁市政府
办公厅党组成员尧 市政府研究室李旭
晟等陪同遥

在医院应急指挥中心袁院长熊少云
向黄喜忠介绍了医院病房准备尧医护人
员配置尧病人接诊救治尧物资保障等情
况遥随后黄喜忠一行来到医院远程会诊
中心袁与正在隔离病房的医护人员进行
了视频通话袁 询问他们的工作状况袁叮
嘱他们做好个人防护遥在隔离病房医护

人员的生活区袁黄喜忠代表市委尧市政
府及 600多万南昌市民向坚守抗 野疫冶
一线的医护人员表示感谢袁感谢全体医
务工作者的辛苦努力和无私付出袁并
送上了节日祝福遥他说袁疫情来得太突
然袁你们主动请战尧放弃休假袁投入到
疫情防控战役中袁你们临危不惧尧义无
反顾尧认真负责袁九医院医护人员高度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袁 赢得了全市人民
的赞誉遥你们做出了巨大贡献袁南昌市
应急指挥部颁发的表彰令就是对你们
工作的极大认可遥

黄喜忠指出袁 南昌市第九医院广
大医护工作者冲锋在抗疫最前线袁用

无私大爱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袁这种舍小家尧为大家的精神
必须弘扬遥他希望大家齐心协力袁做好
自身防护袁继续战斗袁共同打赢这场疫
情防控阻击战遥 黄喜忠叮嘱有关方面
负责人要切实保障一线医务人员的需
要袁做好医院的救治物资装备的供应遥

全体医护人员表示袁疫情当前袁大
家将齐心协力袁坚守工作岗位袁继续弘
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袁 做好自
身防护袁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硬仗袁
为保障全市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作出自己的贡献遥

（院务部 李欢）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喜忠到医院
看望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

龙国英副市长来院调研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救治工作

南昌市总工会领导
到医院慰问抗疫一线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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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抗击疫情袁不仅一线的医护
人员在奋战袁作为医院后勤部门的保
障部也在马不停蹄尧有条不紊地开展
工作遥

为了做好应对疫情的充分准备袁
医疗救治领导小组讨论决定腾空原
体检科袁 紧急改造成近 1000平方米
的发热门诊遥 保障部在接到任务后袁
第一时间在分管院领导张志成副院
长的带领下袁克服时间紧尧任务重尧人
手缺的困难袁短短半天时间搬运了近
千件物品袁并根据院感要求袁为发热
门诊安装了门禁袁 改造出缓冲间袁开

辟了医护通道袁配置了留观床尧移动
DR等各类设备设施遥 因人手不足袁
张志成副院长也加入到搬运的队伍
中袁在大家的努力下袁新的发热门诊
在半天时间内全部设置到位遥

保障部主任蔡军同志因脚伤正
在工伤养病期间袁也毅然投入到抗击
疫情的工作中袁全面主持后勤保障工
作遥 根据医院总体预案袁蔡军连夜制
定各项后勤保障应急流程袁第一时间
出台了叶保障部各岗位应急流程曳叶应
急物资紧急调配预案曳叶保障部抗击
疫情工作纪律若干规定曳叶24小时应
急排班曳等一系列管理规定袁为后勤
保障工作理清了思路和流程袁确保了
各项工作得以有条不紊的进行遥

疫情就是命令遥 蔡军身为党员袁
带伤冲锋在前袁号召保障部全体成员
向院党委提交叶请战书曳袁承诺 24 小
时全方位保障一线医护人员的工作
和生活遥 临时组成应急车队袁医院党
委书记吕定英尧副院长张志成将家用
私车主动交给保障部袁用于医院随时
应急调遣遥

由于保障部应急队员都在加班袁而
且又都是男性袁 为了帮一位女性住院
患者购买个人生活用品袁 蔡军的家属
主动承担采购任务并及时送至医院遥
都说野巧妇难为无米炊冶袁采购部

在防护用品严重短缺袁口罩一个难求
的情况下袁却硬是为大家野熬出了一
锅粥冶袁确保了应急仓库的物资库存袁
保证医院生活物资尧应急防护物资的
储备遥保障部除了要做好高低压配电
检测尧中央空调系统巡查尧消防联动
系统测试尧监控系统及消防报警系统
测试尧中心供氧系统检测等重点设备
巡查工作袁还要做好食堂餐具消毒检
查尧医疗垃圾处置核查等袁还有保洁
人员防护服穿脱培训袁进入隔离区抢
修袁对隔离区电梯消杀等一系列重要
工作遥可以说后勤保障工作不仅是后
方袁同样也是一线遥

亲爱的抗疫一线的战友们袁你们
的辛劳我们感同身受袁 请你们放心袁
保障部一定确保你们后方无忧遥让我
们一起努力袁为抗击疫情的全面胜利
而努力浴 （保障部供稿）

疫情就是命令袁防控就是责任遥在
疫情防控第一线袁 南昌市第九医院的
医务人员在野与病毒比速度袁和死神抢
时间冶遥 检验科的同志们也不例外浴
从 1月 16日开始袁检验科主任孙

华宝就组织全科人员进行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知识培训袁 通过微
信群不间断地发送防控指南尧 诊疗方
案袁督促大家积极学习袁以确保每个人
做好开战准备遥 1月 21日袁战令一下

检验科积极响应院方号召袁 在南昌市
率先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渊2019-nCoV冤
核酸检测袁 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的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依据遥
医院部署组建应急队后袁 检验科

的同志们积极响应袁主动请缨遥疫情面
前袁谁都怕袁但因为有责任袁有担当袁为
了大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袁 我们
选择逆向而行袁 冲在抗击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最前线遥
随着发热病人的日益增多袁 检验

科将核酸检测频次由起初的一天一
次袁调整为每天早上 8:00尧中午 13:00尧
晚上 19:00三次袁 大大缩短了患者确
诊时间袁也为落实野早发现尧早报告尧早
诊断尧早隔离尧早治疗冶的工作要求提
供了保障遥为达此要求袁检验科启动应
急预案袁 抽调人力编排二线晚班辅助
完成任务遥
新冠病毒属于高致病性病原微生

物袁 核酸检测操作存在很大的职业暴
露风险遥为此袁全科人员严格按照规范
进行隔离防护培训袁 从接收标本到穿

脱防护服袁 从技术操作到处理检验后
的标本袁一一反复培训演练遥熟练的操
作袁规范的要求袁让每一个检验人树立
了信心袁消除了恐慌遥
作为检验人袁 也许我们安安静静

地待在实验室里袁 不像一线医护战友
那样因频繁接触发热病患而让人广为
关注袁 也许我们不了解每一位送检患
者的病情袁 不知晓每一份检测标本背
后的故事袁 但是我们的心同样是火热
的遥 我们一样是冒着风险努力架起医
生与病原学证据之间尧 患者与病原学
报告之间的桥梁袁 继而帮助搭建起医
生与患者之间的心桥浴
由于核酸检测标本量大袁程序复杂袁耗
时长袁 晚上 19:00的检测经常要加班
至凌晨一二点遥 有的同志上了一天的
白班袁 顾不上吃饭又要投入到晚班的
核酸检测中遥尽管如此袁检验科的同志
们从未有人埋怨袁从未有人退却遥大家
团结互助袁相互鼓励袁相互帮助遥
疫情不退我们决不收兵遥 我们是

不分昼夜的逆行者浴 （检验科胡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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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克时艰，我们在一起
———医院抗疫志愿服务队在行动

野请安心在前线袁 后方有我
们遥 让我们为临床一线加油袁有困
难一起扛浴 冶1月 27日上午袁这条
招募信息在医院党务群尧 中层干
部群尧团员青年群一传开袁立即吸
引全院人员的眼光袁党员尧团员尧
主任尧 护士长纷纷申请加入医院
党委建立的野抗疫志愿服务队冶微
信群遥

主动请缨袁 时刻做好准备遥
野我是党员袁我已时刻准备好加入
到与病毒的抗争中袁 虽然不能进
一线袁 但希望在后方能尽绵薄之
力冶袁野党有号召袁团有行动袁积极
响应党委号召袁 为在抗疫一线的
同事们加油袁 我是团干我志愿加
入冶野我会开车袁 可以帮隔离病房
医务人员购买生活用品或帮回家
领取衣物冶噎噎不到一天时间袁入
群人数一直持续增加遥 截止当前袁
共有 43名志愿者积极加入医院

抗疫志愿服务队遥 尽管来自不同
的岗位袁 但志愿者们都为了抗疫
一线的医务人员积极主动要求分
配任务遥

迅速组建袁及时开展志愿服
务遥 据悉袁医院党委第一时间向
各党团支部尧各科室下发叶抗疫
志愿者招募令曳袁 及时组建抗疫
志愿服务队微信群袁进行分类分
组对口服务袁 具体分为宣传尧组
织尧心理咨询尧物资搬运 4 个组袁
每组都有具体同志对接袁分配具
体志愿服务任务袁合理有效把志
愿服务力量融入到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防疫抗疫的工作
中去遥

主动出击袁 缓解一线压力遥
每个组都在主动开展志愿服务
工作遥 物资搬运组袁野女多男少冶袁
女同志在面临几百箱货物面前袁
毫不退缩袁不怕苦不怕累袁连续

搬运三小时也不嫌累遥 为缓解抗
疫一线的工作压力袁物资搬运组
还主动承担了为期半个月为抗
疫一线的送餐服务袁制定了志愿
者送餐安排表袁志愿者根据时间
安排每天上午 11 点到食堂接爱
心午餐袁 并及时送至抗疫一线遥
心理咨询组袁主动与抗疫一线医
务人员沟通袁掌握了解其心理压
力袁及时做好心理疏导袁并发放
叶心理健康调查表曳叶焦虑自评量
表曳叶自评抑郁量表曳袁 邀请心理
咨询专家对调查表进行评价并
及时进行心理干预遥
携手并进袁我们一直都在浴 志

愿者们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袁 加入
了抗击疫情的行列遥 一位位身穿
绿马甲的志愿者袁 就是一名名乐
于奉献袁勇于冲锋的战士遥 生命重
于泰山袁 疫情就是命令遥 病毒无
情袁人间有爱遥 医院抗疫志愿服务

队志愿者们齐心协力袁携手并进袁
为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做好生活
保障袁 一起为打赢这场无硝烟的
战争而努力遥 请抗疫一线的医务

人员放心袁 我们一直都在你们身
后袁与你们一起静候春日袁静待繁
花与共袁岁月美好遥

（罗沙琴）

连日来，南昌市第九医院医护人员坚
守一线、克服困难、顽强奋战的抗疫事迹
感动着社会各界。一位曾多次参与医院志
愿服务活动、现就读于江西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的高三学生雷祺丰同学，为抗疫一线
的医护人员写来了慰问信，还精选了零食
送到隔离病房的生活区，给辛劳的叔叔、
阿姨们带来了一份特别的惊喜和温暖。抗
疫一线的叔叔、阿姨们给雷祺丰同学回信
了……

风
雪
与
阳
光
的
碰
撞
亲爱的雷祺丰:

你好浴
我们收到了你精心挑选的零食袁 以及这一封让我们为

之动容鼓励的信袁 让我们这枯燥的生活以及空荡的胃有了
一丝阳光与精彩遥 叔叔阿姨们都很感动袁零食也很好吃袁谢
谢你的肯定与支持遥

我们作为感染医院的医护人员袁既然选择了这一行袁那
么对于抗击疫情就是我们的职责遥 大疫当前袁战情如火袁我
们会并肩作战袁同抗疫情袁共度难关袁为抗疫贡献自己的力
量遥 在我们同病毒斗争的时候袁正是因为有你们强大的后盾
支持袁我们才能够无后顾之忧袁勇往直前袁谢谢你们志愿者
默默无闻的鼓励和关心袁 让我们对战胜疫情有了奋勇向前
的信心遥

听说你已经高三了袁 祝你在今年的高考大军中脱颖而
出袁考进理想的学校袁希望你以后的人生能犹如你的字体一
般端正大方袁前程似锦遥

南昌市第九医院的全体医护人员
2020年 2月 1日

感动瞬间检验科：抗疫战斗中必不可少的技术兵

后方与前线携手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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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爸爸去上班了遥 冶每天上班时袁
我都会和大女儿说一声遥今天我也说
了袁和往常一样袁唯一的区别是我和
女儿两眼相对的时间稍微长了些袁她
默默地看着我袁欲言又止噎噎

今天是我进隔离病房的日子袁
没有豪言壮语袁一切很平淡袁我加入
到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前
线队伍遥

爱人在边上说到院野如果你去抗
击新型肺炎袁我全力支持你袁家里我
会照顾好的袁你知道我好能干的遥 冶
是啊袁想想那些冲锋在武汉一线

的英雄们袁他们都不怕袁我们又有什
么害怕的呢钥 野舍小家袁为大家冶袁相对
于他们袁 我们这点困难又有什么呢钥
让我们携起手来袁齐心协力袁战胜新
型肺炎袁共度难关浴 （ICU 炉军）

正月初二袁是女儿回娘家的日子袁头
天晚上我就和妈妈说袁初二我查完房袁如
果医院没事袁我会尽量早点去帮你做饭袁

弟弟弟媳响应国家号召今年都没有从北
京回来遥 结果我食言了浴

第一个确诊病人来了袁 我对医生们
说院你们看着我做袁我有应急的经验袁我
一个人先进去接诊病人袁 呼吸科章春平
医师在外面等我电话下医嘱和写病史遥
经过两天的隔离病区的生活袁 我看到了
护士们忙碌的身影曰 也看到他们和家里
通话时哭泣的样子遥这段时间袁隔离病区
的医护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压力大袁
医院党委吕定英书记尧 张志成副院长
下病房为她们做心理疏导袁 并满足了
医护人员的诉求袁 承诺有所求一定满
足遥 熊少云院长也对全院说出了一定
要保证临床一线的医疗和生活物资需
求的指令遥

2020年袁是一个新的开始袁新年伊
始我们医务界就面临一场大考袁我相信院
我们会过关的浴 并且会以高分过关的浴
2020袁我们一路向前浴 愿大家平平安安浴

（感染一科 王淑梅）

年三十近中午的时候袁 接到医务
部打来的电话袁说发热门诊需要增援袁
下午到医院培训上岗遥

一上午在忙碌中飞速不觉地过
去遥 来到休息区袁狼吞虎咽吃完食堂的
送餐袁又赶紧回门诊顶芳姐回来吃饭遥
整个下午袁一个真切的感觉就是院又饿
又渴遥 为了节约一次性防护用品袁也为
了不影响病人看病袁 一线的医护人员
都练就了一身硬功夫院尽量不喝水袁一
定不上厕所遥 今天如我袁6个小时就没
上一次厕所遥

后悔不该跟家里视频 遥 这段时
间袁应该尽量不让宝娃看到我袁要不
然袁他会看一次袁哭一次的遥而我又怎
能满足得了他钥再次见面估计要等上
个把月了遥

狠心关上视频袁只能在心中默念院
宝贝袁妈妈也很想你们袁乖乖听爸爸的
话遥 妈妈和很多的叔叔阿姨们正在和
恶魔打仗袁 打赢了袁 妈妈就一定回家
了遥 （二支部 朱冬红）

作为一名一线的护理人员袁在大年
初二这一天袁我穿好了防护衣袁带好了
护目镜袁装备齐全的接到了第一例阳性
患者遥

疫情就是命令浴 医院积极应对袁以
实际行动护卫人民健康遥 患者情况很
好袁 我们和他了解个人信息及详细病
情袁并解释我们的穿着袁患者也表示能
理解遥在交流过后袁患者认识到袁医患是
一起奋斗在一线的战士袁一起努力向病
魔做斗争浴

每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都需要阳光
和温暖袁患者很坚强袁但是他们也需要力
量袁我们一句问候袁一个笑容袁一个温柔
的举动都能给他们力量袁 所以我们一起
加油浴 随后我们按照规范流程对患者进
行了信息袁血液采集工作袁并安排好饮食
起居浴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袁 我们努
力的在一线奋斗袁 是因为有大家强有力
的后勤保障作后盾袁 有院领导的临危不
惧尧从容不迫的部署安排浴 万众一心袁众

志成城袁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遥无论是滔
滔无边的洪水袁还是无影无踪的病毒袁在
坚韧不拔尧 强大的人类面前都只能望而
却步遥

（重症监护室护士 农希茜）

野小小的发热门诊袁 站着长长的队
伍袁这不是某个明星见面会袁而是每天都
会真实发生在九医院发热门诊的场景冶遥
在这里所有的工作人员必须穿上厚

重的防护衣袁戴橡胶手套袁防护眼睛袁口
罩袁套上过膝的胶套袁从头到脚的武装让

人很不适应袁有时热的满身是汗袁护目镜
全是雾珠遥一间间小小的诊室袁每天都会
被蜂蛹而至的患者围着水泄不通袁 我很
能体会每一位患者焦急的心情袁 为了让
患者更快的得到有效的治疗袁 我们赶时
间吃饭袁没时间喝水袁有时很累就闭上双
眼袁放松手臂袁背靠椅背遥

记得年三十那天袁 我们一家三口在
老家陪伴父母过大年袁临近中午袁我接到
医院电话袁 需赶回医院上发热门诊袁我
野扒冶了几口饭袁告别了年迈的父母袁告别
了自己疼爱的孩子袁因爱人担心我袁坚持
陪我一起回家收拾衣物袁 我们便匆忙赶
回遥在路上袁我的爱人袁眼眶湿润的说野工
作再忙袁 忙完记得按时吃饭袁 你有高血
压袁千万记住吃降压药冶遥我安慰她说野我
会平安回家冶遥

我是一名党员袁因为需要袁我就义不
容辞赶赴前线袁用自己所学袁守护人类的
健康浴 我坚信袁胜利就在不久的将来浴
（肝二科主任医师 发热门诊主任 徐

贞秋）

2020年的新年袁 全国人民过得异常
艰难遥 本应是万家灯火团圆时袁却因为一
场突发的疫情袁让神州大地一片寂寥遥 国
人众志成城袁各司其职面对灾难遥 有人放
弃了回家袁有人舍弃了休息袁有人奔赴前
线遥 我呢袁本打算元宵节和家人团聚袁却
接到消息要要要第一批进入一线遥 也知道
疫情就是命令袁 但还是有些迷茫加紧
张要要要担心自己能否适应呼吸科新的工
作环境钥是否会有风险钥各种担忧不断萦
绕脑海遥

一场疫情袁 就像一块巨石砸入我们
原本平静有序的生活遥 山川异域袁风月同
天遥 在这场疫情阻击战面前袁 没有局外
人遥 各种疫情尤其是传染病性疾病疫情袁
几乎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全过程袁 但历史
从未因此而停止前进的步伐遥

寒冬已去袁美丽的春天正在迎接我
们的凯旋浴 (中医科 贺英)

我的至亲，谢谢有你！

大疫当前，我们一路向前

发热门诊医师手记

迎接春天的凯旋

冬天过后，定会春暖花开

在一起

编者按：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医院医护人员积极行动、坚
守岗位、勇于担当，连续奋战在抗疫一线，舍小家为大家，为抗击疫情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辛苦工作的同时，医护人员也记录下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本版摘录了部分抗疫一线医
护人员的抗疫手记，激励大家做好自身防护，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硬仗，为保障全市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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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崽院
今年的 2月 7日袁是你 18岁的生日遥18

岁是成人之礼袁 本想和亲人们一起为你庆
贺袁但一场疫情打乱了这一切遥 妈妈在抗疫
一线隔离袁 同为医生的爸爸也因为疫情加
班到深夜袁没有机会一起点蜡烛袁吃蛋糕袁
送礼物遥 但赠人千金袁不如赠人以言袁所以
妈妈写下了这封信遥

你的名字野涂治冶袁是爸爸为你取的袁记
得有一次袁庙里的师傅问起你的名字袁说是
不是野治国平天下冶的意思袁我说是希望野治
病救人冶的意思袁师傅连连夸奖院这个愿心
发的好袁是大善浴 冥冥中似乎是老天安排袁
你真的选择了医学作为终生的职业遥
正当你刚入医学之门袁十八岁生日之际袁

恰逢大疫遥 多难兴邦袁初为成人的你在大灾难
面前袁要思考更深的道理袁探求更多的知识和
学问袁你将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使命遥

一场疫情袁 能让正值青春芳华的你认
识到疾病的残酷无情袁 足以把我们的生活
变得面目全非遥 健康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
西袁没有健康袁何谈工作尧财富尧爱情噎噎妈
妈希望你自己学会照顾自己袁在学习之余袁
锻炼身体袁强健体魄遥

一场疫情袁 能让初为成人的你懂得国
运即家运袁国运即我运遥 祖国的繁荣昌盛和
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遥 野达则
兼济天下袁穷则独善其身冶袁作为一个医生袁

医者仁心袁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袁更是每场精
湛的手术袁每次认真的问诊袁每句安慰的话
语遥 妈妈希望你能好好学习知识袁严格要求
自己袁 因为将来你面对的是一条条鲜活的
生命袁容不得半点马虎浴

一场疫情袁 也会让即将为医的你更好
的读懂医生的使命袁救死扶伤袁逆行抗疫袁
付出的不仅仅是时间袁精力袁技术袁可能甚
至是生命遥 你的爸爸妈妈面对疫情袁从未退
缩袁从未认怂 ,在疫情未明时袁妈妈第一个
进入发热门诊曰大年三十袁一直忙碌到新年
钟声敲响才吃上年夜饭曰 爸爸为患者会诊
到凌晨 2点才回家遥 从医一生袁当祖国召唤
你的时候袁相信你比爸爸妈妈更加勇敢袁更
加无畏袁更加坚强浴
治崽袁在这段非常时期袁爸爸妈妈都管不

了家袁 你承担了家里所有的体力活袁 采购物
资袁辅导妹妹袁有你在袁妈妈就放心多了浴 每当
在工作劳累尧隔离孤独的时候袁妈妈看看我们
一家过小年时拍的照片袁就开心多了浴
纸短情长袁写到这里袁窗外吹来一阵风袁虽

然仍有寒意袁但已有了春天的气息遥 就让这春
风带去我对你 18岁的祝福袁 祝你在以后的日
子里眼里有阳光袁笑里是坦荡遥你已经成年了袁
大胆的往前走吧浴我在你身后袁回头就能看到遥

爱你的妈妈
2020年 2月 6日

2020年的春节袁 和以往不同遥 一场突
如其来的野瘟疫冶从武汉袁悄然向全国蔓延袁
一场捍卫生命健康的战斗已经打响遥 在医
院袁第十八届英国贝利马丁奖获得者尧全国
五一巾帼标兵尧 江西省优秀共产党员胡敏
华却一直逆向而行袁坚守抗疫一线遥自疫情
开始就从未好好地休息袁带病坚持工作袁奋
战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这个没有硝
烟的战场遥

第一批请缨上前线
作为一名中共党员袁胡敏华在请战书中

写到院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牵动着每一位医务人员的心遥作为一名传染
病医院的护理人员袁我想敢为人先尧勇于奉
献永远是我的职责所在袁我志愿加入疫情防
控队伍遥病毒汹涌袁疫区就是战场袁我时刻准
备好了奔赴战场遥冶交完这封请战书袁胡敏华
就做好了随时上前线的准备遥

为打好有准备之战袁她一直关注着疫情
形势变化袁及时学习不断更新的国家防治指
南袁第一时间掌握救治要求遥 在收到医院组
建专业救治队伍的通知后袁她第一时间抽调
专业护理人员组建队伍袁 完善工作预案袁加
强护理人员的系统培训袁提高防控和诊疗能
力遥 为规范患者收治袁她多次组织护士进行
护理专项演练袁并建立了隔离病房护士职责
流程袁将各班次护士职责和患者转运尧取药尧
取标本尧患者餐饮等流程一一予以规范遥

深入一线作战
1月 26日袁 医院收治了第一例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遥 隔离病房里袁尽管
有两位资深的护士长在带队作战袁但在隔离
病房外的胡敏华依然放心不下袁她坚定地深
入一线袁加入到抗疫队伍中袁与患者在一起袁
与战友们并肩作战遥 来到隔离病房袁她严格
检查各项工作流程是否到位袁并要求医护人
员强化自身防护遥 她甚至参与护士倒班袁直
接为护士接诊尧护理做指导示范遥

护士要长时间穿着隔离衣给病人打针尧
换药尧护理袁很多操作要直接接触病患袁感染
风险很高遥胡敏华总是耐心细致地指导每位
护士袁一定要按照规章制度来执行袁避免个
人感染遥因为连日来很少休息袁嗓子哑了袁她
就用纸写遥眼睛布满了血丝袁她就摘下眼镜遥
但是脚下的步子却从不停袁手里的活也从未
放下遥

指挥官兼做政委
在抗疫战斗中袁胡敏华关心的不仅仅是

工作袁细心的她袁还关注着年轻护士的情绪
变化袁及时进行心理疏导遥她开玩笑说袁战场
上袁不仅要有指挥官还要有政委遥 做心理疏
导就像政委的工作袁要帮助战友们树立必胜
的信心袁积极乐观地投入战斗遥

她给年轻护士鼓劲安慰袁甚至是彻夜的
陪伴遥野因为防护服一旦脱下来袁就得更换新
的遥为了节省时间袁也为了节约防护物资袁大
多数医护人员就强制自己不喝水袁因为不想
频繁上厕所遥冶胡敏华深有体会地说遥但是这
样一来袁几个初次进入隔离病房的年轻医护
人员难免有些不适应袁出现一些委屈的负面
情绪遥 面对这些隔离病区的野小鲜肉冶袁胡敏

华就以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心理学知识
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袁 一边跟他们聊家常袁
一边给他们安抚遥

紧张有序袁斗志昂扬遥 胡敏华充分发挥
了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袁给了战壕里的
战友莫大的鼓舞遥 我们常说她是逆行的英
雄袁她说得最多的总是野职责所在冶遥 简单的
四个字却字字千钧遥 野穿上这身白大褂就要
治病救人浴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
击战浴 冶胡敏华说完袁转身又投入战斗遥

（院务部供稿）

渊摘自南昌日报 2020 年 1 月
30 日冤2019 年末以来袁 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突袭袁 无情
地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和
生命安全袁 一场捍卫生命健康的
野战争冶正在展开遥 作为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救治市级定点医
院之一袁 南昌市第九医院全体职
工严阵以待袁始终奋战在抗击疫
情一线袁保障各项应急救治工作
有力有效开展遥

高度重视
保障各项救助措施

自疫情爆发以来袁 医院成立了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医疗救治
工作领导小组袁 由院长担任组长袁
其他班子成员担任副组长袁 各职
能科室及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
员袁并成立医疗救治专家组袁应急
救治队和信息报告尧物资保障尧后
勤保障尧工作督查等工作组袁通过
每日工作例会制袁 及时通报最新
疫情和医院发热病人收治情况袁协
调解决相关问题遥

为保障医护人员熟悉相关措施
和流程袁该院制定了叶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医疗救治应急预案曳袁
明确了工作措施尧 流程和人员调
配计划遥同时袁针对发热病人日益

增多的情况袁紧急调整医疗用房袁
将综合大楼一楼体检科予以搬
迁袁腾出近 1000 平方米的空间用
于设置新的发热门诊袁 确保就诊
空间到位遥

为提高群众对疫情防控的认
知袁医院通过微信公众号尧网站尧院
内 LED屏尧宣传资料尧宣传展板等袁
大力宣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预防尧流感的预防尧口罩的分类和正
确使用方法尧如何正确洗手等知识遥

众志成城
党员团员冲锋在前

面对十万火急的疫情袁 南昌

市第九医院党委向医院全体党
员尧 团员发出倡议袁 紧急动员起
来袁众志成城袁构筑起抗击疫情的
钢铁防线袁全力打赢这场硬仗遥

作为江西省优秀共产党员袁该
院护理部主任胡敏华递交了请战
书院野作为一名传染病医院的护理人
员袁敢为人先尧勇于奉献永远是我的
职责所在袁 我志愿加入疫情防控队
伍遥 病毒汹涌袁疫区就是战场袁我时
刻准备好了奔赴战场遥冶她是这么写
的袁也是这么做的遥自隔离病房组建
以来袁 胡敏华每天不舍昼夜地投入
到抗疫工作中遥野护士要长时间穿着
隔离衣给病人打针尧换药尧护理袁很

多操作直接接触病患袁 感染风险极
大遥冶胡敏华告诉记者袁刚开始袁不少
年轻医护人员有些负面情绪袁 为了
提振他们的信心袁 她除了为大家做
培训尧讲解和示范以外袁还经常结合
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心理学知识对医
护人员进行心理疏导遥其中袁说得最
多的就是四个字野职责所在冶遥

野穿上这身白大褂就要治病救
人袁 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
控阻击战遥 冶胡敏华告诉记者袁此
刻袁南昌市第九医院的 46 名医务
人员正坚守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一线袁日夜奋战遥

（记者 钟宏瑜）

大疫当前南昌市第九医院坚守奋战一线

写在儿子十八岁

1月 29日上午，医院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再
动员暨誓师大会在远程会诊室召开。熊少云院长代表党政
领导班子向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表示深切问候和衷
心感谢，对他们主动请缨、逆向而行、坚守岗位表示崇高的
敬意。

抗艾战士又战斗在抗疫一线
———优秀共产党员胡敏华前线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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