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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光速”战“疫”的郑州岐伯山答卷
（上接第一版）
1月29日中建七局正式破土动工；
至 2月 5日行政办公楼交工，院区

占地面积 2.94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97万平方米。床位287张,设置一个
疑似患者隔离病区、四个感染病区、1
个重症医学科。根据疫情防控需要，
一期开诊开放三个病区共 91张床位。
建设期间医院的物资、设备、信息化等
同步进行部署、安装、调试。

2月 12 日，省卫生健康委正式审
批医院的第二名称为郑州岐伯山医
院。2月 13日，医护人员进驻，2月 16
开始收治第一例患者，收治能力大幅
扩容，为夺取疫情防控胜利筑牢基石。

郑州岐伯山医院从动工到交付使
用，历时仅10天，与雷神山和火神山医
院的建设速度一样，因此，郑州也成为
全国第二个、历时10天时间，建设成集
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医院的城市，因
此备受社会各界瞩目。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背后，是
异常严峻的疫情形势。许金生带领全
院人员啃下了一个个“硬骨头”、攻克
了一件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短短 10天，一个让患者看到信心
和希望的医院横空出世。许金生感慨
地说，看着这座凝聚着省市抗疫决心
的现代化的传染病医院，以惊人的“光
速”拔地而起，医务人员迅速入驻投入
使用，给郑州市及6个县市的百姓吃下
了一颗定心丸，支撑起强有力的精神
支柱。

借助AI人工智能技术，实现
新冠肺炎患者从建档、诊疗到康
复的全流程智能化管理，让病毒
寸步难行

2 月 16 日，随着一辆急救转运车
缓缓驶入郑州岐伯山医院。笔者在医
院的救护车入口处看到，这辆负压救
护车开到了新冠肺炎疑似患者隔离病
区门口，透明的玻璃幕墙内，可以看见
三名身穿蓝色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在门
口等待。病区门缓缓打开，救护车内
的医护人员手里拿着患者的日常用
品，陪伴患者走向病区。

郑州岐伯山医院开始收治首例患
者。

移动会诊车、智能送货机器人、新
冠肺炎 AI辅诊助手……都是郑州岐
伯山医院，这座智能化医院的科技亮
点。相信新技术、新仪器的投入会让
患者得到更快速有效的治疗。

笔者从郑州岐伯山医院了解到，
达摩院联合阿里云针对新冠肺炎临床
诊断研发的全新AI诊断技术，已经在
这里投入实战应用，人工智能分析结
果准确率达到 96%，这将大幅提升医
院对新冠肺炎的诊断效率。

随着临床诊断数据的积累，新冠
肺炎的影像学大数据特征逐渐清晰，
CT 影像诊断结果变得愈发重要。一
位新冠肺炎病人的 CT 影像大概在
300张左右，这给医生临床诊断带来巨
大压力，医生对一个病例的CT影像肉
眼分析耗时为5-15分钟。

医院 AI 医疗新技术率先突破了
训练数据不足的局限，研发了全新的
AI算法模型。AI可以快速鉴别新冠
肺炎影像与普通病毒性肺炎影像的区
别。AI每识别一个病例平均只需要不
到20秒，为患者的治疗争取宝贵时间，
同时减轻医生压力。AI还能直接算出
病灶部位的占比比例，进而量化病症
的轻重程度，大幅提升临床诊断效率。

郑州市一院信息科科长卜晖说，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医院完成了高标
准、高质量的医院信息系统建设，共上
线了50多个业务子系统，部署了40多
大类、共计 700多套各类信息设备，实
现新冠肺炎患者从建档、诊疗到康复
的全流程智能化管理。

“这是河南省首次引入CT影像AI
诊断和新冠肺炎AI辅诊算法。”专家徐
敏丰表示，新冠肺炎属于新病种，疫情
暴发至今仍旧没有公开的数据集，但随
着临床数据的积累，AI算法将在新冠
肺炎诊断中发挥更大的价值。

郑州岐伯山医院管理能力与人工
智能辅助战“疫”并用，在极度压缩的
时间、压缩的空间内，展开了一场战
役。许金生说，没有妥协的机遇，必须
不惜代价，不讲条件，不惧困难！

曾在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河南

省传染病医院当了四年院长的许金
生，凭借传染病医院的防控思维模式，
围绕现在这个医院该如何管理好、使
用好，他的领导能力在抗击疫情的火
线上接受检验。

医院首批开放三个病区 91 张床
位，包括普通病区64张床位，隔离病区
17张床位，危重症病区 10张床位。为
了保证隔离效果，岐伯山医院突出了
功能性模块化设计，高于现有传染病
的防护隔离标准。病房住院区、接诊
观察区、医技综合区三大功能区相互
独立，以门禁相互隔离。接诊病人检
查、医护人员通行、病房住院病人进入
医技楼复查、病房住院病人进入医技
楼手术室抢救设计为相互独立的流
线，避免交叉重叠。

医院病房每个工人、每台装备，就
像一颗颗螺丝钉、一个个零部件，紧密
扣在一起，驱动着这些医疗设备，能迅
速搭建起一座抗击疫情的“医疗安全
岛屿”。

各类物资配备、设备购置、调试、
安装到位仅用 8 天时间，包括了高端
64 排 128 层 CT、2000 速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ECMO、磁珠核酸提取仪设备
等；收治前一天为保证防护服、N95口
罩到位，设备科人员冒着雨雪，连夜驱
车蹲守在长垣的生产车间里，拿到货

后凌晨 3点多就赶了回来。其中的艰
辛只有这些连续奋战在医院筹备的人
员才体会得到。

“在其位谋其政，在其职尽其责。
责任不能缺失。”许金生说，“如果我们
每个人筑牢责任的堤坝，无情的新冠
肺炎病毒就寸步难行。”

从接到扩建医院指令到2月 16日
正式接收病人，许金生院长没有睡过
一个安稳觉。医院的许多班子成员、
许多在一线工作的同志，也都是这样
在付出。

2月 16 日正式接收病人那天，看
到经过 10天时间建设后的规范、有序
的传染病医院，且当天接诊病人时，就
像前期预演的那么有序、正常和规范，
各项工作步入了正轨。且无一名医护
人员被感染，许金生的心情才放轻松。

在火线上检验临时组织“真
金”本色，凝聚“九龙战‘疫’”基层
党员干部力量，让党旗在岐伯山
高高飘扬

“我是党员，我先上！”———这是
抗击疫情的医院党员宣誓，这是初心
使命的庄严承诺。

郑州岐伯山医院扩建之初，郑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航空港新院区便抽

调了医院东大街院本部一部分医护人
员和管理人员参建，后又从本部抽调
行政、后勤以及 168名医护人员，医院
原来的一班人马，现在一分为三，如何
保证本部工作不受影响，航空港新院
区正常工作，岐伯山医院按时投入使
用，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面临着巨大
的工作压力。

树立“宁可严一点，不可松一毫”
的理念。在医院本部人员少的情况
下，许金生和党委书记孙晓辉当总指
挥，业务副院长余宏伟、母心灵主战，
疫情防控先锋队专攻发热门诊，疫情
防控五个小组辅助作战，全员职工一
级备战。总指挥组织合力“大作战”，
按照内防扩散，外防输入的要求，积极
履行“守土负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
的职责，启动了联防联控机制。

2月 13日，许金生率领9家单位的
226名白衣天使来到主战场——郑州
岐伯山医院。由郑州市卫生健康委抽
调了卫生系统9家医院的人员，组成的
这支“九龙战‘疫’”队，大家背景、文
化、生活习惯、工作理念不同，如何凝
心聚力融成一体，形成“岐伯山人”完
整的抗击疫情力量？

党员动起来 民心聚起来。
中共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直属

机关委员会批准成立了郑州岐伯山医
院临时党委。作为党委书记的许金
生，立即对87名党员情况进行摸底、调
查，通过与各科室党员谈心谈话，经院
党委研究建立 5个临时党支部，5个党
员先锋队。紧接着共青团郑州市委批
复同意成立郑州岐伯山医院临时团
委，63名 90后的年轻人满腔热忱积极
发挥青春的力量。

“从今天起，我们都是岐伯山医院
人，这里就是我们的阵地。疫情袭来，
我们顶上；疫情不除，坚决不退！”

2月 16日，是“九龙战‘疫’”打响
的日子，医院开诊并接收第一例病
人。开诊前，作为院长，许金生发出动
员令，要求全体职工发扬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全力以赴抢救病
人。他又如同家长一样，万分心疼即
将上场的白衣战士们，千嘱咐万叮咛，
一定要做到零感染，一定要平平安安

的来，健健康康的回家。
每天早上 8点钟组织召开远程视

频会议，听取病区的汇报，病区提什么
要求，无条件第一时间解决；病人情况
全程掌握，诊疗方案要充分运用中医
战“疫”情。每晚深夜，许金生办公室
的灯还是亮着，无论有什么情况，都可
以随时汇报、立即解决。这成了许金
生工作的常态。

在医院扩建之始，各项物资、设
备、信息化、项目等同期开始奋力起
跑，分秒必争，相关人员直接驻扎在工
地现场，整个春节期间没有回过一趟
家，医院很多共产党员都成为冲在前
方的表率，每天进入连轴转的工作状
态，并且连续数天的通宵作战，接受着
高强度的工作量考验。

医院信息化人员与阿里云合作连
续奋战133个小时，打造起一所智能化
的医院，搭建了基于阿里云公共云环
境为主体承载医院核心业务的系统，
大幅提升临床诊断效率，为患者的治
疗争取宝贵时间。

在郑州岐伯山医院，临时党委副
书记、业务副院长余宏伟说，我们这次
抽调的专家集呼吸、中医药、重症医
学、心血管、神经、内分泌、心理、营养
多科精英，中西医结合、多学科联动打
好救治组合拳。医院带领队伍按照

“一人一案”的原则，逐人制订医疗救
治方案，切实提高救治的科学性和精
准性。

郑州岐伯山战“疫”，党旗飞扬。
亮身份、为前驱、作表率，一个个战斗
力满格的党员前赴后继。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们的
家园变成没有硝烟的战场。在这场疫
情防控阻击战中，一名又一名共产党
员冲在最前面，临时党组织在火线上
成立，鲜红的党旗在疫情防控最前线
高高飘扬。

作为郑州岐伯山医院的建设者、
亲历者、守护者，副院长胡和平说：“我
们有幸共同见证了这个诞生于危急时
刻的奇迹，岐伯山医院带着中原人民
殷殷嘱托，必将巍巍屹立于天地之间，
激励着全体参与者以血肉之躯，钢铁
之心砥砺前行！”

岐伯山医院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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