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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怀大爱胸怀大爱 全力以赴守护生命健康全力以赴守护生命健康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抗击疫情工作纪实

2021年 7月底，郑州的暴雨刚歇，疫

情防控形势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7月 30日，郑州确诊一例本土新冠

肺炎患者，很快，河南省再次吹响抗疫的

号角。

从那时起，一个多月内，奔忙在抗疫

一线的医护人员们，开始了争分夺秒与病

毒的赛跑。

派出 19批医护人员，开展核酸检测；

派出医疗队支援郑州市岐伯山医院、商丘

第五人民医院等医疗救治；“升级”防控措

施，对病毒严防死守；不断优化接诊流程，

让新生命顺利诞生……作为一家三甲妇

幼保健院，在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郑州大

学的指导下，郑大三附院（省妇幼保健院、

省妇女儿童医院）院党委带领全院干部职

工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疫情防

控的决策部署，逆行出征、同心抗疫，涌现

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抗疫故事。

日夜更迭，生生不息。

回望抗疫的这些日夜，我们不仅感受

到抗疫精神，同时也汲取到了前行的力量。

倾其所能，只为守护生命。你问他们

为什么？郑大三附院党委书记吴超说：

“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守护人民生命健

康是我们的初心和誓言。”

□李晓敏 华小亚 何剑烁 文/图

7月底，郑州疫情突然反扑，一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迅速打响。疫情防控形势紧张，郑
州市开展全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工作。

7月 31日晚上，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紧
急通知要求，郑大三附院需选派 150名医务
人员组成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医疗队，支援郑
州市全员新冠病毒核酸采样工作。

短短 30分钟，数百人踊跃报名，纷纷请
战，都愿意为疫情防控贡献自己的力量。最
终，医院选出 170名医务人员组成队伍。晚
上 8时左右，不到 2个小时，人员、物资和车
辆已经准备就绪，等待出发。

“郑州加油！河南加油！”一声声铿锵有
力的鼓励声划破长空。一场简短的出发仪
式之后，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医疗队星夜出
动，奔赴郑州市二七区15个社区进行新冠病
毒核酸采样工作。

31日深夜，到达二七区康桥华城、桃源
社区、绿城社区等十多个社区点后，170名医
务人员全副武装连夜奋战，为郑州市民进行
核酸检测。

这些医务人员有的刚下夜班、有的要回
家照顾孩子，接到命令后，他们顾不上休息，
不分昼夜进行采样；为了方便联系，大家在
背上写上了部门名字，最醒目的还是“我是
党员我先行”，激励着大家冲锋在抗击疫情
的第一线；经过连续一夜的奋战，他们又继
续开展白天的工作，顶着炎炎烈日，虽然汗
水已湿透了衣背，护目镜起了一层又一层雾
珠，但他们仍然一丝不苟采样；体力透支了，
就原地休息一会儿……

在二七区各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的大
力配合，截至 8月 1日下午 3时左右，郑大三
附院首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医疗队已按时
完成核酸采样任务。

随后，根据疫情防控需要，郑大三附院核
酸检测医疗队队员增加至 311人，在疫情期
间连续 19次出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经常
是刚从核酸采样“前线”返回，休息很短时间
就又要出征，面临的任务很艰巨，但他们没有
丝毫退缩。虽然他们整体平均年龄只有32.2
岁，却用坚毅的力量筑起了坚固的抗疫防线。

据统计，自 7月 31日起，郑大三附院共
派出医护人员 3056人次，日夜兼程奔赴二
七区、中原区、高新区、荥阳市等地支援郑州
市全民核酸检测工作，截至 8月 28日，共采
样 101.93 万余份，其中重点人群上门采样
5.24万余份。

此外，8月 4日，郑大三附院临危受命，
抽调护理人员组成医疗队，赶赴郑州市新冠
肺炎救治定点医院进行支援，又连夜抽调精
英力量支援郑州市骨科医院易居城院区、郑
州阳城医院。

在此次疫情中，郑大三附院医护人员与
郑州市各社区、各医疗机构携手同心、共抗疫
情，全力守护着这个城市和人民的生命健康。

在此次郑州市疫情最紧张阶段，一
方面，医护人员前往一线支援，另一方
面，郑大三附院地处封控区内，“大本
营”面临的防控压力不言而喻。

8月 5日一大早，60岁的王师傅便
推着清洁车，对医院急诊科的门把手、
地面、桌面等地方进行消杀。按照消毒
瓶上显眼的刻度，他娴熟地配置好消毒
液，“我们保洁人员，都是经过多次培训
的。”一周两次的消杀培训，已经让他对
各种操作流程了然于心。

防控形势严峻，丝毫不敢松懈。包
括保洁人员在内，医院的所有人员“全
员一盘棋”，必须严格按照应急预案做
好院感防控工作。

在医院门外，设置核酸检测点，前
来就医的人在现场即可完成核酸检

测。而要进入院内，也有“重重关卡”。
“不管三七二十一，谁来都得遵守

防控要求。”副院长郭晓丽以外界人员进
入医院的流程举例，每个人都需携带48
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身份证，并扫健康
码，还要配合工作人员测体温，完成基础

流调，“我们要把好入院的第一道关，把
防控关口前移，对疫情严防死守。”

“从消杀次数到院感培训，从成立
领导小组到每日督查，医院先后制定了
几十个制度，细化了上百个流程，以追
求极致的态度，不断完善防控措施。”副
院长王军介绍。

与此同时，医院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医疗队队员陆续返回，为防止院感，医
院高度重视，为此，专门腾出教学楼和
29 号楼供队员入住，封闭隔离，进行

“军事化管理”。
“防控面前无小事，队员们都非常

理解，自觉隔离，我们多一点严谨，病人
和医护人员就多一份放心。”郭晓丽介
绍，整体措施有序、有力，医院实现了医
护人员和在院患者零感染的目标。

疫情之下，医院内部仍要保证诊疗
需求。

虽然被划入了封控区，但郑大三附
院的门诊、急诊、病房等医疗服务依旧
正常进行。只不过，门诊患者需要预约
就诊，进院前所有患者必须完成扫码、
测温、戴口罩、查验48小时内核酸检测
证明等“通关手续”。

但是，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对
于“黄码”“红码”“发热”的急诊病人，医
院如何展开救治？

“疼，医生快帮帮我！”8月20日，一位
来自封控区的“黄码”孕妇紧急来诊，抵达
医院时羊水已破，出现了先兆流产的现象。

情况紧急！医护人员第一时间电
话通知产房在隔离分娩间做好接诊准
备，同时将孕妇通过固定的接收电梯送
至产房，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得益于之
前做过的应急演练。

当天夜里，喜讯传来，该孕妇顺利生
产，之后，她还给医院写了一封感谢信。

产科副主任韩宁介绍，对于情况紧

急的非“绿码”孕妇，医院专门设立了过
渡病区接诊，单人单间，由固定的医护人
员负责对接，直到产妇符合转出条件。

在一份名为“妇、产科患者急（接）诊
流程”的表格上，清晰而明确地罗列出两
大类共四种接诊情况，这是由副院长刘
福云亲自制定的，“理顺流程，才能形成
闭环管理，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要
保证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安全、健康。”

同时，儿科在原来发热病区的基础
上，病房也专门设立了过渡病区，确保

“特殊”的急诊患儿能得到及时的救治。
为满足群众对核酸检测的需求，8

月 3日起，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微信服务
号和支付宝生活号开通了线上核酸检
测快捷预约、自助开单、结果查询功能。

同时，作为河南省危重孕产妇和新生
儿救治中心之一，河南省妇幼保健院仍在
严格按照省、市新冠肺炎联防联控机制的
要求，严格落实院感防控、时刻准备好接
诊全省转诊来的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

此外，郑大三附院也面向省内外患
者第一时间开通了免费网上问诊服
务。全院妇科、产科、儿科、医学影像科
等多个科室专家，可实时在线问诊，满
足患者问诊需求。

作为党员，在党和国家需要的时候，在人民需
要的时候，他们闻令而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逆行
出征，不惧危险筑起抗疫堤坝；枕戈待旦，厉兵秣
马，坚守守护生命的战场直至吹响胜利的号角。

“谢谢你们！疫情期间，注意防护。”来自长江
花园某单元 9岁孩子的绘画，一下子击重了几天来
一直坚持着的李琪，眼泪和着汗水，让她的护目镜
一下子起了雾。

李琪今年 27岁，是产三科的一名党员医生，7
月 31日这天刚下班，突然接到了医院的通知，“让
报名参加核酸检测医疗队，我没跟他商量就报了
名。”为此，她和未婚夫果断推迟了婚期，她说：“特
殊时期要以大局为重，婚礼什么时候都能办。”

今年 54岁的苏立，是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的
一名技师，他在医疗队里年龄最大，也是其中一个
小组的组长，他说话做事沉稳而坚定，组员们都说
他是大家的“主心骨”。报名时，科室领导考虑到
他年龄大了想要劝阻，他说：“疫情面前不分年龄，
我是一名老党员必须要带头上。”

陈冬笋是一名产科的党员护士，也是一名核酸
检测队队员。有两个孩子的她在产科已工作了十
几年。在核酸采集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坐轮椅、
痴呆的老人，有的还无法抬头的。陈冬笋总是很有
耐心，采取不同的姿势给老人采样，甚至有时候她
会单膝跪在地上，虽然汗水浸透了眼睛和衣服，但
是她总会说：“我先上，我还行！”经常下来的时候全
身衣服都湿透了，她从来都没有怨言。

在疫情发生后，郑大三附院党委第一时间向
全院干部职工发出“勇担医者使命 守护人民健
康”抗击疫情倡议书，号召全院基层党总支、全体
党员发挥先锋作用，在值守卡点、组建核酸检测
医疗队等重点工作中勇于担当，把党史学习教育
的成果书写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全力以赴守护
人民的生命健康。一张张“逆风而行”的请战书，
一枚枚“仁心赤诚”的红手印，是心底的暖流，是
勇者的担当，更是初心的彰显。

抗疫一线的白衣战士们常说：“我是党员我先
行！”这句真挚朴素的话语，闪耀着党性的光辉，展
现了赤子的情怀。

吴超说，在疫情防控这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
考验着党员干部的初心使命，也检验着党员干部的
战斗力。初心使命不是说出来的，而是真刀真枪干
出来的。它浸润在明责、履责、尽责中，体现在深入
防控疫情最前线中，彰显在防疫取得的成效上。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
郑大三附院的党员医务工作者，用责任与担当

真正诠释了医者的初心和使命，无论在什么地方，
不管在哪个岗位，他们用行动践行着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的理念，让党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

为
﹃
疫
﹄
而
上
，半
小
时
集
结
一
百
七
十
人
支
援
核
酸
检
测

抗疫支援，30人连夜组队清晨奔赴商丘22

生命至上，完善接诊流程展现“硬核”实力44

身
着
白
衣
，为
了
一
座
城
市
缺
席
了
你
的
出
生

55

抗
疫
一
线
，﹃
我
是
党
员
我
先
上
﹄
闪
耀
着
党
性
光
辉

66

在郑州抗“疫”最紧张时，商丘疫情
告急！这时，郑大三附院尽袍泽之情，
紧急支援商丘，诠释了“众志成城、共克
时艰”的意义。

8月 16日晚，郑大三附院接到省卫
健委通知，需要 30名护理人员支援商
丘市抗疫工作。

全院各科护理人员积极响应，踊跃
报名：“我是共产党员，我先上”“商丘是
我的家乡，我要去，请批准我上！”……
当天夜里 9点半接到的通知，短短半个
小时，50余人报名。

8月 17 日清晨，30 名援商医疗队
员正式集结，队员中年龄最大的45岁，
来院工作已 26年，最小的只有 25岁。
伴随着院党委书记吴超的“出征”号令，
他们踏上“逆行”的征程。

由小儿心脏重症监护室护士长彭
宇阁和心理发育行为一科护士长杜晓
艳带领的援商医疗队，负责商丘市第五
人民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护理工
作，共有患儿 42名，其中 29名为重症
患儿。

身穿厚厚的防护服，他们除了要做
好患儿的救护和护理操作外，还担负起
病房里烧水、打水、奶瓶消毒、修剪指甲
等生活护理以及环境卫生的清理、消杀

工作。他们不但是守护患儿健康的白
衣天使，更像是患儿的临时“妈妈”、临
时“爸爸”，用一颗纯洁善良的爱心，呵
护着每一个新生命。他们不怕累、不怕
脏，全身心投入工作的身影，成了新生
儿重症病房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8月 23日下午 2点半左右，彭宇阁
突然接到商丘李女士的电话，说要感谢
援商的三附院人。

“2018年，我因为宫颈机能不全在
郑大三附院保胎，后来顺利生下了一对
龙凤胎！”李女士说，在住院期间，自己
和宝宝都得到了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
关怀和照顾，现在孩子们三岁半了，一
直想去医院当面感谢。

这次听说郑大三附院医疗队来支

援商丘，李女士很是感动，特意过来看
望援商的医疗队员并表达谢意，送来了
满满一推车的水果。

无尽的暖意在郑大三附院医疗队
中涌动，促使大家更坚定脚下的路。在
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郑州和商丘手挽
手、肩并肩，共同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
生命防线。

在商丘市第五人民医院连续奋战
19天后，加上后来到商丘支援的一名
心理医生，9月 5日上午，郑大三附院援
商医疗队31名队员圆满完成任务撤离
商丘，临走前，警车开道、铁骑护卫、车
辆鸣笛致礼、市民自发夹道欢送……商
丘市用最高规格护航曾经为他们拼命
地抗疫英雄。

支援商丘抗疫医疗队出征

支援岐伯山医院医疗救治队出征

深夜，医护人
员在高新区的社
区为市民进行核
酸采样

核酸采样党员先锋队

关口前移，在医院入口处设置核
酸采样点、健康咨询点、预检分诊点

严防死守，细化上百个流程构建防控体系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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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志愿者

在这场疫情中，医护人员舍小家顾大家，有人
缺席了孩子的出生，有人推迟了结婚的日期，还有
人将年幼的孩子送给亲戚照看。一幅幅剪影留在
了他们职业生涯的重要节点上。

高温酷暑下，星夜晨光中，一批又一批妇幼人
再出发，只为换回一城安宁，他们是冲在一线的白
衣战士，也是家中的爸爸、妈妈、孩子……

8月6日晚，乳腺一科医生牛耀东结束了高新区
的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后，刚回到集中休息点，就听到
妻子平安分娩的消息。隔着手机屏幕，他喜极而泣。

从郑州第一次全民核酸检测开始，牛耀东就积
极报名，全身心投入到核酸检测工作中。穿着隔离
服的他，还有一个新的身份——一名二孩准爸爸。
执行采样任务期间，他很难有时间和妻子保持联系。

要不要报名？牛耀东曾经也犹豫过，他想着妻
子生孩子是大事，作为丈夫应该全程陪伴，但同为
医护的妻子却劝他说：“总要有人去的，你不去就要
有别人顶上，不用担心我了。”一番贴心话，这才打
消了他的后顾之忧。

8月 5日，院领导看望核酸采样队员时，得知了
牛耀东妻子预产期临近的情况，当即要求医务部让
他完成本次高新区采样任务后，就离开采样队，解
除隔离后陪伴妻子待产。

妻子的预产期原本是8月中旬，没想到，孩子居
然迫不及待地提前“报到”了。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通过手机视频看到孩子
和妻子的一瞬间，还是没忍住。”牛耀东说，缺席了孩子
的出生十分愧疚，但妻子的理解和支持让他倍感欣慰。

看到很多人给自己点赞，牛耀东不好意思地
说：“真的没什么，我只是尽了做医生的本分，我们
医院核酸采样队员有个报名群，每次一有检测任务
大家都在下面接龙，经常是接的慢了就报不上了。”

家住中原区的程俊杰，曾两次支援中原区进行核
酸采样，她多次路过家门，内心特别期待能和两个孩
子有个偶遇，让他们看看妈妈“打怪兽”的样子，遗憾
的是，她都没有分到自己小区，但是她说：“没关系，我
的孩子看到其他医护人员‘打怪兽’，也会想到我的。”

郑州市区人口众多，每个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十
分惊人，平均下来，每个队员每天需要对一两千人
完成采集，常常不分昼夜。除了感染新冠肺炎的潜
在危险，对他们更大的挑战，还有炎炎夏日里全副
武装的防护服，防护服密不透风，就像一个个蒸笼，
迅速消耗着医护人员的体力。

检测时间紧、任务重，为了能按时完成，确保封
控区的防控，队员们经常主动延长工作时间，取消
轮岗，只为尽早完成社区所有人的检测工作。


