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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
——市中心医院援沪医疗队报平安
结多种力量，构成抗疫统一战线，不负组
织和人民的信任，顺利完成本次援沪任
务。党员同志纷纷表示，一定会努力发扬
共产党员不怕牺牲、敢于战斗的精神，在
战“疫”一线把党旗竖起来，为共同“守沪”
筑牢坚强的
“红色”堡垒！
近日，多个地区的疫情出现拐点，而
上海与奥密克戎的战斗，仍牵动着全国人
民的心。2022 年 4 月 15 日，咸阳市中心医
院抽调 33 名经验丰富、技术过硬的医护
人员组成医疗队，在党委委员、副院长刘
强的带领下奔赴上海，支援当地疫情防控
工作。紧张的工作之余，医疗队队员魏亚
静也从抗疫最前线寄来一封特别的家书，
文中有对家人和医院浓浓的牵挂，有对
“大家”与“小家”倾力支持的感谢，更有战
疫必胜的信心和决心。让我们一起跟着
她的讲述，去看一看他们在上海的工作和
生活。
亲爱的家人们：
见字如面！
谢谢你们支持我请战援沪，作为一名
医务工作者，担责任、赴国难，必须义无反
顾、
勇往直前。但我们也是为人子女，
为人
父母，脱下白大褂，我也是普普通通的人，
面对疫情，我也会忐忑，也会担心，但有你
们的坚定支持，
我毅然决然，不会放弃。

给，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安心，也给予
了我们满满的能量。

进舱 与新冠的正面较量

并肩 坚定必胜的信念
轮班制的工作状态下，大家忙起来也
见不到彼此，但工作之余，医疗、护理、院
感小组每晚都会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对
当天患者救治情况汇总讨论，不断优化工
作流程，达成工作共识，全力以赴守护患
者安全。
因为工作需要，上海城市足迹方舱医
院目前已改建为亚定点新冠收治医院，突
如其来的变化，让大家感到前所未有的压
力，面对工作量和强度骤升，刘强副院长
一方面带领大家迅速对工作机制进行调
整，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与各方沟通协
调，为保证方舱医疗秩序平稳运转提供更
多支持。我们和同来上海的兄弟医院队
友们默契配合，并肩战斗，一个个微微之
光凝聚在一起，让我更加明白什么是“聚
众人之力，
则无不胜也”
。
家人们，我们在上海挺好的，今天我
们短暂的别离，是为了今后更好的相聚，
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会取
得战疫最后的胜利。
书不尽意，
敬请康安！
（魏亚静 潘怡彤）

【吉有疫 秦有义】2000 公里外抗疫一线上的 7 个中心医院人
最美人间四月天，春日盛景令人流连
忘返，两千公里外的吉林市夜里气温依然
在零度徘徊，来自咸阳市中心医院的七个
医生正紧裹棉袄，围在活动板房中唯一的
一台电暖器旁，等待核酸检测车上的实验
扩增结束……

3 月 18 日下午，陕西省支援吉林省核
酸检测队专机落地长春，咸阳市中心医院
七名检验师被派往吉林市，他们连夜乘坐
大巴，入住隔离酒店。彼时，医院核酸检
测车——御兔号也正一路向北，行驶 32 小
时、2300 多公里后终于抵达停放点——吉
林市北山公园，人和车“胜利会师”后，检
验师们在御兔号上开启了近一个月的援
吉抗疫工作。

一个班次检出 500 多管阳性标本
援吉林市核酸检测队由咸阳市中心

医院及渭南市蒲城县医院两家医院医务
人员组成，在中心医院输血科刘振社统一
带领下，两台核酸检测车，6 台提取仪，12
台扩增仪，12 名检验师 24 小时轮班工作，
日检测量达 3000 管，截止 4 月 15 日共检测
标本 35911 管，检出阳性 2273 管。
刚开始标本送来的数量、时间都不固
定，因此只要有标本送到，检验师们即便
正在休息都要立即前往北山公园，有时工
作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最多时候曾在一
个班次内检出了 500 多管阳性标本，工作
量也足足翻了一倍。
队员刘育颖对这 500 管阳性标本记忆
深刻，她说：
“我们首先需要将这些阳性标
本筛选出来，利用两种不同试剂进行双点
复检，由实验室扩增区的人负责读取结
果，标本接收处的人电脑上报，两边的人
因为长时间反复电话沟通，三个手机的电
量都被耗尽了，那天我们一直从晚上七点
忙到了第二天早上八点才结束。”
由于蒲城县医院的 6 名检验师都是女
队员，队长刘振社就把她们的工作全都排
到了白班，自己带领的三男三女便承担夜
班工作。每每完成手头任务，刘振社和队
员们会来到核酸检测车旁的活动板房，脱
下闷热但又湿冷的防护服，围坐在电暖器
旁，等待实验扩增结束再上报检测结果，
临行前医院发放的大棉袄紧紧裹在身上，
他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温暖，还有来自
“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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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期间，市里不仅送来脸盆、搓澡
巾、牙膏及方便面、火腿肠等生活物资，
作为队长，刘振社的节奏与队员们不 N95 口罩、酒精、隔离衣等防护用品也供应
太一样，每天早上一睁眼，他就要开始和 充足，早餐是东北特色的粘豆包配稀饭，
各方沟通标本运送、结果上报以及物资供 午、晚餐是米饭炒菜，用队员们的话来说
应等事宜，因为频繁打电话，充电宝成为 “吉林人民很热情”，虽然工作、生活倍受
每日上班必备。
关照，但对这些自小生长在陕西关中平原
作为一名 70 后老党员，
“ 我是党员我 的队员们来说，家乡味已经成了一抹“乡
先上”在刘振社心中不止于口号更是身体 愁”，
个个都想
“咥”
一碗油泼面了。
力行。曾历经抗击“非典”
“ 禽流感”
“甲
即使工作地在吉林市著名的北山公园
流”大大小小疫情，由刘振社组建发热门 景区，
但按照疫情防控要求，
队员们只能在
诊检验室同时值守第一班岗成为多年来 酒店和核酸检测车两点一线往返。看着景
的惯例，也是他的选择。2020 年春节新冠 区秀丽的风景，队员杨梅、杨焕丽约定好，
肺炎疫情突袭，刘振社立即请战，又“站” 待全面战胜疫情后，一定要来吉林市的大
在了抗疫的第一班岗上。
街小巷转一转，
再去看看吉林的雾凇。
“我们队员都有 PCR 证（临床基因扩
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工作，近日吉林
增检验实验室技术人员上岗证），工作经 市已达到社会面清零，看着大幅减少的阳
验丰富，比如许涛有援北京的经历。团队 性病例，援吉林市核酸检测队队员们也看
都是年轻人，
有拼劲，
不喊累，
还能互帮互助 到了胜利的曙光，归期在望，队员闻啟富
完成工作”
，
刘振社说。连日来，
检测队先后 说：
“看到吉林市的疫情得到了控制，我们
迎接了国家卫健委、
国家疾控中心、
吉林省 觉得这一段时间的付出都值得，回去了，
卫健委及吉林市卫健委的检查指导，
优良的 哪怕让我吃一个月的面都能行！”
工作表现受到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
疫情就是命令，白衣就是盔甲，面对
队伍战斗力强劲和队长刘振社息息 艰巨任务，咸阳市中心医院医务工作者展
相关，此次抵达吉林前，刘振社便带领队 现了老秦人吃苦耐劳、坚强不屈的性格特
伍援助省内西安、宝鸡等地市核酸检测， 点，展现了白衣天使恪尽职守、全力以赴
随着一声令下，他又辗转跟随省队从西北 的职业素养，为陕吉两地友谊做出了重要
到达东北，和吉林人一起守望相助，抗击 贡献。愿疫情早日散去，白衣天使，风起
疫情，用行动践行了身先士卒、敢于担当、 逆风而来，
风停平安而归！
（张小莎 曹磊磊）
无愧使命的党员初心。

责任编辑：孙丹

老党员带出优秀团队

组版编辑：潘怡彤

图片：梁天腾

印刷：咸阳日报社印务有限公司

建 智 慧 医 院

4 月 20 日，来沪第 5 天，咸阳医疗队正
培训 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式接管了上海黄浦区城市足迹馆方舱医
此次和我们一同来沪的还有咸阳其 院，舱内共有 2300 张床位，分为三层，这里
他两家兄弟医院的队友共 101 人，刘强副 每天都有大批的出入院患者，主要以轻型
院长作为咸阳医疗队总指挥，4 月 16 日晚， 或无症状感染者为主。
“作为疫情防控的主战场之一，方舱
组织召开动员大会，对后续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和详细分工，医疗组、护理组、院感组 医院是整个防控环节中的重中之重。在
组长分别对工作流程、重点事项再行强 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我们必须挺身
调，核酸采集、防护服穿脱练习、技能考核 而出，为疫情防控贡献自己的力量。”进入
成了此后几天的规定动作，大家心里都很 方舱前，刘强副院长再一次给予队员们加
清楚，进入方舱前做好充分准备，防护好 油鼓劲。
王静老师作为感控组组长，为医疗队
自身，才能更好地冲锋在前救死扶伤，不
研究制定了往返隔离酒店最便捷有效的
辱使命的完成任务。
消杀方法，
“必须做好个人防护，保护好自
己也是保护队友！”是她最常说的话，这句
话所承载的责任，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体会
到其中的重要性和严肃性。
方舱环境封闭，患者往往精神压力大
于身体疾病。我们将医生分为 7 组、护士
分为 8 组进行日常工作，酒店到方舱 1 小
抵达 细致化解心中不安
时车程、消杀穿脱防护服过程大约 1 小时，
为了能够让患者得到全天候的救治和关
4 月 15 日我们抵达上海已是华灯初
注，确保医疗工作高效运转，同时还要最
上，在刘强副院长和院感科王静科长组织
大程度保障大家休息和能量补充，原本 6
联系下，晚上十点我们顺利入住酒店休
聚力 把党旗插在最高处
小时的工作时长也调整为 4 小时。
整，住房环境舒适，餐饮和防护用品都很
4 月 19 日，咸阳市援沪医疗队临时党
方 舱 里 的 工 作 ，每 天 都 处 于 应 急 状
齐全，上海的第一个晚上，心中的紧张和
支部第一次会议在驻地举行，临时党支部 态，而且大多数队员都是第一次近距离接
不安被酒店的细致用心化解了。
我们每一天的工作从一顿营养健康 书记刘强指出：要充分发挥临时党支部的 触新冠患者，心中也不免有些胆怯，大家
的早餐开始，中西结合搭配的玉米、热狗、 战斗堡垒作用，及时、快速、有效部署相关 互相提醒、鼓励。医生组每天逐一进行查
馒头、白粥，美味又充实。工作期间，我们 工作；要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率 房，到患者床旁了解他们的诉求，评估患
还时不时会收到政府送来的牛奶、水果、 先垂范、冲锋在前，把投身疫情防控第一 者病情，制定治疗方案，确保准确掌握每
面包等生活物资和口罩、酒精等防护用 线作为践行初心和责任担当的试金石和 一位患者的情况，并对特殊患者做到重点
品，加上临行前医院给我们准备的各类补 磨刀石；要充分发挥党的核心领导力，团 关注。护理组的工作也非常繁杂，核酸采

集是一项重点任务，方舱里的患者都要进
行鼻、咽拭子双采，患者“啊”一声或者打
个喷嚏都有可能增加传染性，但没有一个
人退缩，因为大家都有着共同目标：为了
上海！为了同胞！为了胜利！

强 精 益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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