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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5日农历大年初一晚9时，收到河南省卫健
委关于组派医疗队援助湖北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通知
后，郑大二附院医护人员纷纷报名请战。

在战“疫”的路上，勇敢、坚毅、担当的郑大二附院
人身先士卒，从 60后到 90后，每一个年龄段的他们
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60后说：“我们参加过‘非典’疫情防控、汶川大
地震医疗救护，有丰富的经验，我们志愿参加。”

70后说：“非典时期我们年轻有为，时光为我们
的职业生涯留下了宝贵的战‘疫’经验，我们要用实战
的硕果证明我们行。”

80后说：“我们活力四射，朝气蓬勃，我们身上闪
烁着‘勤奋好学、吃苦耐劳’的光芒，我们要前行。”

90后说：“非典时大家保护我们，现在我们羽翼
已丰满，这次换我们保护大家。”

短短7分钟时间，郑大二附院支援湖北医疗队组
建完成。

1月 26日农历大年初二,郑大二附院 28位医护
人员随我省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踏上征程。

张卫青，郑大二附院护理教研室主任、河南省第
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护理队队长、临时党支部书记。
从事护理工作37年，先后参加过抗击非典、汶川抗震
救灾应急救援。在武汉一线，她建立护理管理体系，
制定岗位职责、工作流程、工作规范，编写第一版《河
南省援鄂（第一批）医疗队护士工作手册》。

周正，郑大二附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
师、河南省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医疗组组长。在一
线，组织医疗专家结合国家诊疗规范，不断摸索、总结
经验，制定了“一人一案”的精准治疗策略，建立了三
级医师查房和疑难病例讨论制度，同时结合实际提出
了“关口前移”、预防炎症阻止病情恶化的可行性诊疗
方案并应用于临床。

葛波涌，郑大二附院急诊科医生、河南支援湖北
医疗急救转运队队员。有着18年一线急诊急救经验
和两年援助非洲工作经历的葛波涌，不畏风雪，不惧
疫情，奋战在一线，完成新冠肺炎患者的转运工作。

在疫情一线，这些“最美逆行者”把初心落在行动
上，把使命扛在肩膀上，像一颗颗钉子一样钉牢在自
己的岗位上，成为新冠肺炎患者的守护者。

人间自有真情在，宜将寸心报春晖。在抗击疫情
的紧要关头，郑大二附院人用忠诚、智慧和担当筑牢
疫情防控的钢铁长城，交出疫情防控和正常应诊“两
不误”的合格答卷,为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贡献了自
己的力量！

牢记医者初心 献身战“疫”使命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纪实

1月 26日，河南省医疗队队员在郑州东站
乘坐高铁前往武汉 新华社记者 李嘉南 摄

1月26日，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员出发前合影留念

医疗队员在武汉工作

4月9日，首批医疗队员结束隔离

应急科研 用责任书写担当
□李淑丽 陈建设 彭永强

疫情就是命令，岗位就是战场。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全国三级

甲等综合性医院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以下
简称“郑大二附院”）敬佑生命的白衣天使，侠
肝守道义，义胆映仁医。他们用生命绘就的一
幅幅救死扶伤画面让人动容，他们用行动书写
的一个个忠诚故事使人铭记。

专家支援。疫情发生以来，郑大二附院先
后派出 3批 34人医疗队支援武汉；2批 8人医
疗队专家，对口支援我省登封、商丘、许昌等
地。

设备调运。在中央指导组发出从全国调
集体外膜肺氧合机等设备的通知后，郑大二附
院先后调运 7台 ECMO设备（武汉 5台、省内
2台）到一线，是此次疫情中，调运 ECMO 设
备数量最多的医院。

科研立项。医院一科研项目入选河南省
科技厅第二批新型冠状病毒防控应急科研攻
关项目，将为新冠病毒疫苗开发提供依据。

院内防控。医院启动疫情防控一级响应
后，因防控制度制定及时、部署周密、落实认
真，疫情期间，不但未出现一例院内感染病例，
还迎来了520名新生儿的平安出生。

战“疫”一线。前往武汉一线的张卫青、周
正被评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先进个人”，葛波涌等 4人所在的河南
医疗救援转运队荣获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荣誉。

1月 21日，我省确诊首例新冠肺炎患者，
全面吹响抗击疫情的号角。郑大二附院迅速
反应马上行动，启动疫情防控一级响应，筑起
了一道道坚固的疫情防控防线。

第一时间成立新冠肺炎诊疗专家组。为
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等工作，维护
医院的正常就医秩序，1月 22日，郑大二附院
召开了疫情防控专题会，成立了新冠肺炎诊
疗专家组，并规范了新冠肺炎的诊疗流程，确
保了全院疫情防控和诊疗工作的正常有序开
展。会上还成立了由院长担任组长，医院呼
吸、危重症、感染、感控、急诊、放射等多个学
科的业务骨干担任成员的新冠肺炎诊疗专家
组，为新冠肺炎的甄别和诊疗提供了强有力
的技术保障。

第一时间安排部署防控工作。1月 22日，
在新冠肺炎诊疗专家组专题会议之后，郑大二
附院又成立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相继召开了
疫情防控工作动员部署会和疫情防控专题会，
在传达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指示精神
及决策部署的同时，将全院的思想统一到防控
工作上来，做到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倾尽全力
打好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第一时间赶回医院。召必回，回必战，战
必胜！1月 24日，春节的假期已经开启，但是，
接到取消休假、返岗上班通知的全院医护人
员，没有怨言没有犹豫，他们有的退掉了返家
的高铁票；有的取消了外出的行程；有的告诉
在老家翘首期盼的双亲这个春节他们要爽约
了，他们只有一个信念，全力以赴投入疫情防
控阻击战中，用行动书写他们对职业的忠诚，
对生命的敬畏。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1月 22日，郑大二附院根据《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

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的通知》文件要
求，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等工作，保障
广大就诊患者和医务工作者的身体健康，维护医院的正常
就医秩序，在成立新冠肺炎会诊专家组的同时，规范了诊
疗流程。

为了使诊疗流程更为科学化合理化，会诊专家组对一
些细节也进行了仔细推敲，在规范新冠肺炎患者诊断流
程的同时，提高治愈率。因此，会诊专家组对诊断流程、会
诊流程和病例报告流程进行了详细制定，确保院内无感染
无遗漏。

鉴别诊断流程。主要与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腺病
毒、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人偏肺病毒、SARS、MERS
病毒等其他已知病毒性肺炎鉴别，与支原体、衣原体肺炎
及细菌性肺炎等鉴别。还要与非感染性疾病，如血管炎、
皮肌炎和机化性肺炎等鉴别。

三个会诊流程。首先，接诊医生发现有新冠肺炎类似
症状病例，应立即向医政办申请急会诊。其次，医院医政
办接到申请后，在2小时内组织会诊专家小组对患者进行
会诊。如不能诊断为常见呼吸道病原体所致的病毒性肺
炎，应当及时采集标本，送往郑州市疾控实验室进行检
测。再次，会诊专家接到通知后，应立即到达指定地点参
加会诊，参与会诊专家须认真、全面评估患者情况，并共同
制定诊疗方案。

病例报告流程。医务人员发现符合病例定义的观察
病例后，应立即进行隔离治疗，并报告医院感染性疾病科，
感染性疾病科上报郑州市疾控中心，医院医政办在2小时
内组织院内专家会诊，并采集标本进行常见呼吸道病原检
测。检测后，如不能排除，由医院进行上报，转移至定点医
疗机构治疗。

1月 30日，为有效防止疫情传播，郑大二附院按照《传
染病防治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和《医疗卫生机构医疗
废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条例的规定，成立了医疗废物集
中处置领导小组，规范了院内疫情期间医疗废物管理工作。

为应对节后就诊高峰，2月 1日，郑大二附院下发了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关于应对节后就诊高峰、加强新
冠肺炎防控工作的通知》，来合理疏导就诊患者，防止疫情
蔓延扩散，确保发热患者医疗筛查、救治工作和日常诊疗
服务有序开展。

在通知中，加强医疗资源统筹调配及感染预防与控制
的推行，为正常诊疗患者护航；加强门急诊管理制度的完
善，避免院内感染；住院和手术管理制度的进一步规范，确
保了医院正常手术的开展；对疑似患者处理流程的细化，
确保了确诊患者的及时转院救治。

3月 14日，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为防止疫情反弹，
郑大二附院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了再部署，党委书记法宪
恩强调，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输入性风险持续
加大，医院上下要保持高度警惕，把严防输入作为重中之
重，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把压力传导到最
基层、把任务落实到第一线，坚决夺取疫情防控工作全面胜利。

医院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多次督导核查，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工作方案。

为切实抓好医院各项防控工作落实，1月 31日，法宪
恩到医院南阳路院区、南阳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三官庙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检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慰问一线
医护人员，针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职责和特点，叮
嘱他们要密切配合辖区做好疫情高风险地区返乡人员及
其密切接触者的随访工作，在为辖区发热患者上门服务时
做好自身防护。

2月 2日，郑大二附院院长刘剑波到南阳路院区、南阳
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三官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检查疫
情防控工作。

2月 9日，法宪恩实地查看并慰问坚守在医院疫情防
控一线的教职工及安保人员，检查医院各个入口的检测排
查工作。

3月 3日，法宪恩及部分相关职能科室负责人对医院
门口、预检分诊点、发热门诊、CT诊疗室等地进行了督查，
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相关工作管理流程，要求在科学防控
的基础上，有序推动、逐步恢复日常医疗服务，满足群众基
本就医需求。

全院上下一盘棋，联防联控，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医
院发展稳定等各项工作，持续构筑抵御疫情的严密防线。

疫情就是战场，坚守医者仁心的使命，郑大二附院这些甘于奉
献的“天使”逆行而上。

疫情发生以来，郑大二附院先后派出3批涵盖呼吸、危重症、感
染、感控、急诊、放射等多个学科的医疗队，共计34人，驰援武汉；组
建2批呼吸、重症、感控等专业的专家队伍，共计8人，对口支援我省
登封、商丘、许昌等地。

在我省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中，郑大二附院派出了 28名医
护人员。

提起医院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组建时间，郑大二附院院长
刘剑波颇为自豪，他说：“从通知发出，到队伍组建，我们只用了7分
钟时间。”是呀，短短7分钟时间，反映的是郑大二附院的速度，体现
的是医者的担当，书写的是大医情怀。

提起报名时间，刘剑波眼眶微红，他说，接到组建医疗队通知的
时间是 1月 25 日晚上 9时，农历的大年初一，是一家人团聚的日
子。当时武汉疫情的整体情况不明朗，作为第一批支援队员，有太
多的未知问题在等待着他们，但接到工作群报名通知的医护人员，
他们没有丝毫的犹豫，纷纷报名请战，在请战的 400多位医护人员
中，医院最终挑选了28位临床经验最丰富的医护人员。

1月26日下午2时30分，队员们就要出发前往武汉，为这些队员
筹备物资的时间有限，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多带些防护物资和生活用
品前往一线？刘剑波快速将第一批队员的物资筹备和生活用品采购
事宜进行了部署，后勤部门、招标采购办等科室就列出的物资采购明
细，进行了详细分类，并落实到具体人，确定了物资到位地点和时
间。这一忙就是一整夜，口罩、护目镜、防护服、一次性手套等医疗物
资全部到位，队员们所需的生活用品，在26日上午10时前，全部准备
就绪。

这一刻，郑大二附院全院职工的心紧紧相连。
为发挥党组织在支援湖北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的核心领

导作用，经医院党委会研究决定，成立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赴湖
北医疗队临时党支部。医院党委书记法宪恩寄语，希望全体队员在
临时党支部的带领下，在湖北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期间，服从当
地部门指挥，严格按照要求做好自身防护，齐心协力，共同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早日顺利完成任务，平安归来。

2月 5日清晨，郑大二附院急诊医学教研室主任、副主任医师
葛波涌及急救人员韩文杰、郝威锋、翟东来四人紧急由医院出发支
援武汉。

3月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印发《关于表彰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郑大二附院护理教研室
主任张卫青、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周正被评为“全国卫生
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同时，医院急诊科副主
任医师葛波涌等4人所在的河南医疗救援转运队，荣获全国卫生健康
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荣誉。

与此同时，郑大二附院支援湖北医疗队第一批28名队员、第二
批4名队员，受到河南省卫生健康委通报表彰。

疫情期间，对省内基层医院的支援，依然有郑大二附院专家团
队的身影。

2月 3日，呼吸内科主任邵润霞、重症医学科副主任祁绍艳两位
教授，奔赴商丘地区开展新冠肺炎患者会诊等工作。重症医学科主
任刘小军教授前往登封市开展工作。

2月11日，为持续强化全省重点地区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工作，进
一步提高救治成功率，降低死亡率，郑大二附院按照省卫生健康委要
求，迅速组建好由王志涛、宋宣克、屈丹、申红亚、刘超等5名业务能力
强、副高以上职称专家组成的专家医疗队，当天出发，前往许昌市。

3月 1日，许昌市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清零，成为我省首批公布清
零的城市之一。这个成绩，离不开郑大二附院5位专家的付出。

2月 27日，中央指导组发出从全国调集体外膜肺氧合机等设备
的通知，郑大二附院先后调运 7台 ECMO设备（体外膜肺氧合机，
被誉为重症患者的“最后救命稻草”，全国仅 400余台，郑大二附院
是全国支援湖北ECMO设备最多的医院）及相应耗材支援武汉一
线和省内一线，其中，支援武汉 5台、支援省内一线 2台。3月 2日，
郑大二附院收到中央赴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指导组物资保障组发
来的感谢信。

与时间赛跑的郑大二附院一线天使们，争分夺秒完成了救治工
作，书写了一首首仁爱之歌。

3月26日12时17分，随着G1848次列车缓缓驶入郑州东站，郑
大二附院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28名队员与河南省首批支援湖北
医疗队一起，圆满完成为期2个月的支援救治任务，回到郑州。河南
省委、省政府举办了简短而隆重的迎接英雄回家仪式，给予河南省第
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们最高礼遇，省委主要领导点名表扬了郑
大二附院支援湖北医疗队队长张卫青，对她在紧要关头表现出的大
义行为给予充分肯定。迎接仪式之后，支援湖北医疗队员根据上级
安排进驻指定宾馆休整隔离。为表达全院教职工的殷殷之情，郑大
二附院领导班子带领前来迎接的人员，专程赶到队员休整隔离所在
的宾馆，隔空喊话，给队员们送去了暖心的关怀和真挚的祝贺。至当
日，郑大二附院3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员共34人，两批援助省内医疗专
家8人，均圆满完成救治任务，胜利归来。

迅速反应 以行动书写忠诚

因时因势 实现疫情防控全局性部署

疫情防控 细化环节周密部署 支援一线 42位“天使”的奉献

在新型冠状病毒防控应急科研攻关项目的申报
中，郑大二附院名列其中。

2月 29日，由郑大二附院院长、呼吸内科博士刘
剑波主持的“基于二代测序的新型冠状病毒变异、毒
力分析及疫情监控研究”科研项目，成功入选河南省
新型冠状病毒防控应急科研攻关第二批项目。

“基于二代测序的新型冠状病毒变异、毒力分析
及疫情监控研究”科研项目，旨在通过靶向捕获技术
及二代测序技术，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全序列进行测
序，分析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变异情况，并对不同病毒
株的毒力进行预测，建立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数据
库，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来源的病毒样本基
因变异情况和毒力估计，进行分析研判，为疫情监控
和预警提供重要参考信息，也可为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开发、抗病毒药物筛选提供依据。

目前课题组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已经完成检测试
剂盒研发和自动化核酸提取试剂仪样机制备。

此科研项目的成功申报，展现了郑大二附院呼吸
内科医疗专家团队的责任与担当。

日常应诊 520名新生儿的平安

在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社会的生产和生活
都放慢了节奏，然而，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脚步却一
刻也不曾停下。疫情期间，郑大二附院迎来了520名
新生儿的平安出生。

郑大二附院产科，是河南省医学重点学科、河南
省医学临床特色专科、河南省产科重症重要救治医疗
机构，产科坚持以“倡导自然分娩，降低剖宫产率”为
目标，成为我省希望自然分娩孕妇的理想之地。

郑大二附院妇产科主任张庆说，在疫情期间，除
了外地产妇的正常分娩预约量取消之外，郑州市预约
到医院分娩的产妇数量未受到影响，对外地转诊过来
的急危重症孕产妇救治，产科医护团队没有丝毫懈
怠，因救治及时、诊疗技术精湛，他们均母子（女）平安。

公立医院为人民，不论在任何时候，患者的需求
永远是第一位的。面对医院产科依然如故的分娩量，
张庆动情地说：“医院领导班子多次在疫情防控专题
会上说，医院要不惜成本，确保每位来院就诊孕产妇
和新生宝宝的安全，需要配合的部门，一定要全力以
赴。正因为有这样强有力的支持，我们产科在疫情期
间，才能这么顺利地开展分娩手术。”

在医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张庆根据产科的特
点，就产科的疫情防控各个环节又进行了细化，并责
任到人，因为布置周密，疫情期间，产科的工作进行得
有条不紊，除正常分娩之外，对重症和高危妊娠孕产
妇的救治，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据了解，在疫情期间，郑大二附院产科共接诊高
危妊娠产妇 54例，其中前置胎盘孕产妇 5例，这些高
危妊娠产妇均得到成功救治，平安分娩。

“最美逆行者”用行动诠释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