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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何永芳

勇作为 敢担当

党旗引领 火线上彰显妇幼人医者仁心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保障母婴健康安全是我们的责任和担当。全院医护人员要
尽全力让每一名孕产妇在医院平安生产、让每一个儿童从
医院健康回家。”桂林打响疫情阻击战后， 1 月 22 日，
市妇幼保健院紧急召开新型冠状病毒防控工作布置会议，
全面启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工作。

紧接着，在医院党委组织下，医院成立疫情防控领导
小组和院内专家组，制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预
案》，对预检分诊、发热门诊、院感防控、疫情报告、后
勤保障、专项培训等分别做了具体工作布置，要求全院各
部门齐心协力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医院根据疫情防控
需要迅速制定 10 多项院级防控制度、流程下发全院，积
极组织督导科室学习和落实科学防控，最大程度上减少疫
情在院内暴发的风险，为医院安全、医疗安全、员工安全
及患者安全保驾护航。

医院医务部和感控科多次对各临床科室及机关后勤科
室人员、保安、保洁人员分别开展专场防控专题培训，并
现场演示个人防护用品穿脱操作，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全面指导各岗位工作人员正确选择及使用个人防护用
品，清楚知晓消毒隔离等专业知识。同时，要求所有在岗
职工戴口罩，并督促所有来院人员、住院人员在院内
均戴口罩。医院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下设的预防控
制组还坚持每天督查通报防控情况。

相关科室则对全院公共区域所有物品
表面、地面等均用含氯消毒剂进行擦
拭，每日进行全面消毒，保证消毒无
死角。层层防护，细节把关，做好环
境的清洁、通风、消毒，以严谨的态
度落实每个防护细节。

一系列有效措施的实行，筑牢了
母婴健康安全防线，创造了一个安全、
温馨的诊疗环境，确保广大患者在非常
时期也能享受到安全、优质的诊疗服务。

为了给一线职工加油鼓劲，院领导主
动放弃春节休假，每天带队到各科室实地督
查疫情防控工作，关心关爱广大职工的健
康，叮嘱大家在治病救人的时候做好个人防
护，并为一线医护人员送去牛奶、水果等营
养品和中药预防方剂，以增强大家的体质和
抵抗力。医院还专门安排心理咨询师为一线
医务人员开展心理评估和疏导，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加强
自身防护，坚决打赢疫情阻击战。

值得一提的是，在医院党委组织下，全体党员还积极
为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捐款，全院党员 359 人，捐款
32037 .16 元。

信息化 巧解忧

巧用“互联网+医疗” 为母婴安全筑起防火墙

孕产妇和新生儿，既是特殊人群也是新冠肺炎易感人
群。据不完全统计， 1 月 19 日至 3 月 25 日，医院孕期
保健科门诊接待前来产检的孕妇近 14000 人，产科接产
近 900 人次，其中高危孕产妇近 800 人。在疫情肆虐的
时期，如何筑牢严密防线，切实保障母婴安全，是摆在每
个妇幼人面前的严峻考验。

疫情暴发后，医院第一时间下大力气专门搭建起四道
疫情防控防线，全力保护易感人群。医院在规定的门急诊
就诊入口处、住院部入口处，均设置预检分诊点，安排专
人进行预检分诊，对所有就诊人员、陪诊人员、探视人员等，
都进行体温测量，并询问流行病学史、接触史；对发热患者、
有流行病学史、密切接触史的人员第一时间进行登记、分
流，引导至医院发热门诊集中诊治，避免交叉感染。进入产
科病房的人员需进行二次登记、二次体温筛查。诊查时，严
格执行一人一诊室诊疗规范，一次只允许一位孕妇进入一
个诊室。病区管理实行严禁发热人员进入、严控家属探视。
通过四道防线，有效确保母婴安全。

医院产科、新生儿科、儿科等科室 24 小时保持应急工
作状态，配齐配强医护力量，随时启动急救应急预案，保证
急危重症孕产妇和新生儿能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同时，医院
还推出远程胎监系统，让孕妈妈在家也可以进行胎监，减少

出门避免交叉感染；在此基础上，医院开通线上直播课
堂，推出线上孕妇学校，邀请院内专家就孕产妇如何做好
疫情防控和其他疾病的科普知识进行直播授课、在线咨
询，帮助孕产妇做好自我监测和居家防护，并给予科学建
议，及时为她们解惑答疑，消除她们的焦虑紧张情绪。

此外，医院还努力解决住院孕产妇的用餐问题等需
求，从春节期间开始，食堂所有工作人员提前返岗，为
患者提供送餐到位的服务。

针对儿童就诊安全问题，医院推出了独立儿童发热
诊室、抽血检查、缴费等一条龙服务，独立设置发热儿
童候诊区域，调配护士 24 小时分诊、引导发热儿童。
在儿科门急诊工作量增大、人员紧缺的情况下，医院还
安排党员、团员志愿者协助儿科门急诊进行分诊引导工
作，对患者和家属进行防控知识的健康宣教。

亮身份 做先锋

共产党员带头逆行 白衣天使为生命防疫

共产党员，危难时刻就要冲锋在前。为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党旗在
防疫第一线高高飘扬，1 月 30 日，医院党委向全院党员
发出《致全院广大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号召全院共产党
员要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践行初心使命、体现担当作为
的具体体现，带头坚守岗位、坚决打赢打好这场大仗硬
仗。医院党委组建了疫情防控应急志愿者先锋队，号召党
员、团员志愿者带头参加疫情防控战斗。短短一天时间，
医院 15 个党支部组建志愿者先锋队，共召集 409 名志

愿者先锋队队员，呼吸重症科和儿科门急
诊部向医院党委递交了请战书。

“全国人民都在为抗击疫
情做出贡献，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和医务工作者，我义
不容辞，愿意在抗疫第
一线奉献力量。”韦毅
是市妇幼保健院儿门急
诊新生儿支部书记、医
务部主任兼儿童保健部
主任、新生儿科主任；

桂林打响疫情防控阻击
战后，她成为市新冠肺炎

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积极
参与患者救治和疫情防控工
作。

1 月 27 日，市新冠肺炎疫
情联防联控工作领导小组下文
确定市妇幼保健院儿科门急诊
部发热门诊为本市儿童发热患

者定点就诊单位。接到通知后，韦毅立即组织协调儿科
门急诊部临时发热诊疗区域改造，将儿童候诊、诊查、
采血检查、雾化、吸痰、输液、缴费、抢救等集中在一
个区域，并与普通门诊隔开，减少儿童之间交叉感染；
为保证发热门诊 24 小时值班，韦毅调派 1 名儿科医生
到门诊增援，高峰时段增开发热诊室，缩短就诊儿童院
内等候时间；为让儿科发热门诊的医生安心工作，她还
为他们安排院内住宿，解除后顾之忧……

“这段时间，韦毅同志就像有着使不完的劲，每日
奔波在疫情防控前线，一次又一次细化部署、优化流
程，力求在最短时间和有限空间内做好疫情的严格防
控。”市妇幼保健院一名医生告诉记者。

“哪里最困难，哪里最危险，哪里就要有我们党员
的身影。”加班加点成了韦毅的家常便饭，她常常忙得
连喝水、吃饭都顾不上。整个春节期间，韦毅几乎每天
都会到医院一线忙碌，她说，“医者仁心，这不仅是责
任，更是信念。当初选择这份工作，就早已做好各种心
理准备，只要穿上这袭白衣，就该守住这份责任。”

医院内儿支部书记、呼吸重症科主任陈纯，在疫情阻
击战期间，由于需要接诊各类呼吸疾病患者，他吃住都在
科里，有半个多月没回家，每天都在一线岗位上连轴转，
或出门诊，或钻研新冠肺炎的诊疗指南，或督促科室环境
卫生管理和人员自我防护。陈纯与所在科室另一名医生
还是医院疫情防控专家组成员，负责全院发热病人会
诊、病情讨论等，确保发热病人及时隔离，早期诊断，
及时救治，为控制疫情赢得宝贵的时间。

为做好新冠肺炎的知识宣传，医院在“桂林市妇幼
保健院”微信公众号上开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专
线”，组织儿科、产科、妇科、呼吸内科、乳腺科、中
医科等数十位专家为大家提供免费咨询服务。据不完全

统计，从 1 月 28 日平台上线到 3 月 25 日，已为近
5000 人次开展免费咨询服务。

其中，陈纯是疫情期间最受欢迎的专家，近段时
间，他累计在线上为 3200 多名市民提供义务咨询，其
中最忙碌的一天就为 300 余人提供咨询。

共产党员不畏艰险，冲锋在前的精神使全院的医护
人员大受鼓舞，儿科门急诊部护士长叶绍琼和急诊医生
赵佳琪申请火线入党。叶绍琼说：“疫情期间，医院共
产党员不畏艰险，勇担重担的精神鼓舞了我。作为一名
医务工作者，我愿做一名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勇士，我
将竭尽所能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

全力以赴 迎接春暖花开

党群一心，为爱逆行

1 月 25 日晚 9 点，市妇幼保健院门诊楼停电，恢
复供电刻不容缓。

突发状况出现后，分管后勤工作的医院纪委书记孙
辉迅速组织带领相关人员冒雨赶到现场。检查发现，当天
气温低，取暖设备用电陡增，加上线路老化，用电负荷过
大，导致医院门诊楼和医技楼供电的电缆主线突然熔断。

由于烧熔粘在一起的线路长达 2 米多，要把这一
段剪掉才能更换，非常繁琐；为此，几个人轮流操作，
花费 2 个多小时才完成。需要更换的电缆线是特制
的，商家都回家过年和躲避疫情去了，如何寻找货源，也
是重大难题。他们只能四处电话求助，几经周折，终于联
系到一家电缆供应商下属仓库，找到可替代的电缆线。

大家打着雨伞和电筒，冒着刺骨寒风和阴冷细雨，挤
在狭窄的楼道里，站在湿滑的阳台边，紧张地施工。手冻
僵了，搓搓手再来；你累了，就换我上……经过 6 个多小
时的奋战，故障全部排除，门诊楼、医技楼电力供应恢复
正常。此时，参与抢修的众人早已饥肠辘辘，疲惫不堪。

疫情防控期间，后勤保障任务艰巨。医院后勤党支
部的党员们和水电组 6 名工作人员全部放弃春节假
期， 24 小时值班，随叫随到，全力保障医院电网平稳
运行，正常供电。

为缓解医院门、急诊出入人员体温测量的工作压
力，医院保卫科每天安排 11 人 24 小时轮岗值班，在
住院部停车场入口和产科两个病房入口处设体温测量
点，严格管控入院人员，对来访车辆和探视人员进行严
格的体温测量和信息登记，筑牢医院防控第一道防线。

在医疗防护用品紧缺的严峻形势下，医院设备科不
等不靠，主动出击，克服种种困难，想尽办法紧急筹集物
资，为临床一线人员做好物资保障。

为做好本院重点防护人员的预防工作，医院中医科
为重点院内防疫人员和一线医务人员送去了中药预防方
剂，以增强大家的体质和抵抗力。

受疫情影响，部分护工和保洁员不愿意处理医疗垃
圾，尤其是病人咳嗽打喷嚏用过的纸巾。针对这一情
况，医院还组织党员、团员志愿者承担起部分科室垃圾
收集分类工作。

此外，为加强舆论引导、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医院利
用本地主流媒体和医院公众号、官网平台，第一时间发布
推送国家、自治区和我市疫情防控措施、临时预防指南
等；推送医院防控动态和各类举措，挖掘疫情防控先进典
型，树立学习榜样，坚定医护人员防控疫情的决心。据不
完全统计，疫情防控期间，医院利用院内外各类平台已推
送相关文章 200 余篇次。

上下同欲者胜，风雨同舟者兴。坚守在抗疫战线上
的妇幼人是勇敢的逆行者，也是大爱的践行者。这个春
天，正因为有着包括全体妇幼人在内的广大医护人员同
心坚守，终将换得抗击疫情胜利的春暖花开。

（本版图片由市妇幼保健院提供）

守护母婴安全 筑起健康长城
桂林市妇幼保健院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纪实

武汉告急！湖北告急！新型冠状病毒在全国范围蔓延，桂林也出现新

冠肺炎患者。

“只要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就一定能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中

国迅速打响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国家卫健委指出：儿童和孕产妇是新冠病毒肺炎易感人群。这意味

着，进一步做好儿童和孕产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刻不容缓。

作为承担着我市危重孕产妇急救、危重新生儿急救、产妇安全分娩和

儿童健康重任的妇幼保健机构，围绕中央、自治区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

部署，在市卫健委指导下，桂林市妇幼保健院迅速投入到抗疫战斗中，全

体妇幼人不畏艰险，团结一心，众志成城，迅速筑起一道健康长城，守护

着全市妇女儿童的生命健康。

▲从疫情期间到现在，医院开通
了免费网络直播课堂和线上免费问诊
活动，向公众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和健
康知识

 院领
导多次现场
督查指导疫
情 防 控 工
作 。图为院
党委书记秦
初明到产科
对防控工作
进行现场督
导

▲疫情期间，医院党委组建了疫情防控应急志愿者先锋
队，号召党员、团员志愿者带头参加疫情防控战斗

▲据不完全统计， 1 月 19 日至 3 月 25 日，医院孕期
保健科门诊接待前来产检的孕妇近 14000 人次，产科接产
近 900 人次，其中高危孕产妇近 800 人

▲针对儿童就诊安全问题，医院在儿科门急诊部推出了
独立儿童发热诊室、抽血检查、缴费等一条龙服务，独立设置
发热儿童候诊区域，调配护士 24 小时分诊、引导发热儿童

▲“不能冲锋
在前 我便守好阵
地！”医院儿童重
症监护室守土尽责

为做好医院重点防护人员的
预防工作，医院中医科为院内重点
防疫人员和一线医务人员送去中药
预防方剂，以增强大家的抵抗力，
同时也在门诊为前来就诊的患者和
家属提供防病毒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